
本报泰安 1 月 6 日讯(记者
熊正君)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

感受多样化的滑雪体验，徂徕山
滑雪场推出了金色夜场滑雪，少
儿冰雪骑士训练营正在火热报
名中。

元旦期间，徂徕山滑雪场迎
来 3000 多名游客，众多的游戏项
目和雪上运动让游客流连忘返。

“白天，阳光洒在洁白的雪山上，
整座山都特别明亮。从 30 多米高
的山上顺着雪道滑下来，就像在
阳光底下飞翔，特别刺激。而晚
上，雪道两旁的探照灯将灯光洒

在雪地上，金色的灯光和白色的
雪地交相呼应，特别漂亮。手持
着滑雪杖顺着雪道疾驰而下，在
金色灯光的笼罩下，特别浪漫。”
市民刘健陶醉地说。

徂徕山滑雪场营销部经理
林振告诉记者，为了让更多的市
民体验到滑雪的乐趣，滑雪场在
元旦期间推出了金色夜场滑雪，
从下午 6 点至 10 点，门票为 100
元/次。“夜场滑雪游客不仅可以
避开白天滑雪的高峰人流，还不
耽误工作，而且白天滑雪每次收
费 140 元，而夜场只有 100 元。”

林振说。另外，780 元可滑雪 10
次的夜场记次卡也吸引了很多
市民组团前来滑雪。30 名来自台
湾的客人正在泰城商谈一项合
作项目，他们在泰城的两个星期
里，每晚都会去滑雪场滑上几小
时。

另外，滑雪场针对即将放寒
假的小学生们量身打造了少儿
冰雪骑士训练营。林振告诉记
者，少儿冰雪骑士训练营 1 月 18
日正式开始，现在就可以报名参
加，包括一天期和三天期的训
练。一天期的训练主要是教练讲

述一些滑雪基础培训知识，中间
穿插一些打雪仗、拉雪橇等雪上
运动和游戏。参加完一天期的培
训，滑雪场会给参加训练的小学
生们颁发一份滑雪证书留做纪
念。而三天期的训练内容比较丰
富，教练会向孩子们系统地讲解
滑雪的专业知识，并从旁指导孩
子们的滑雪训练。“我们将会为
参加三天期训练的孩子们提供
住宿，可以睡在滑雪场的东北雪
炕上。为了照顾孩子们的安全，
父母可以随同参加，但要另外支
付一定的费用。”林振说，除了参

加滑雪知识培训，雪上飞碟、狗
拉雪橇、马拉爬犁、雪地足球比
赛和雪地竞速比赛等都能让参
加训练的孩子们玩个痛快。

据了解，徂徕山滑雪场坐落
在风景秀丽的徂徕山脉，占地面
积 10 万平方米，投资近亿元人民
币。雪场建设初、中、高级雪道 4
条，高山缆车 1 条，拖牵缆车 3
条，雪道宽 120 米，长度可达 800
米，最高坡度 30 度。雪场开设儿
童专业滑雪场地，以及颇具吸引
力的灯光夜场滑雪，真正做到了
赏雪、玩雪、娱雪的全方位功能。

在金色的灯光下疾驰而下，特浪漫

徂徕山滑雪场夜场挺迷人

为确保燃油补贴公平公正、准确及时地发到业户手中，近日，泰安市交通局
在摸清发放底数的情况下，将以前的发放现金改为上门送银行卡。图为泰山汽
车站补贴业户马女士拿到燃油补贴银行卡。

本报通讯员 尹承光 摄

补贴
有卡

本报泰安 1 月 6 日讯 (记者 王伟
强) 为丰富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让更多
的人走进电影院，亲身体验一下在五星级
豪华影厅里观影的震撼，鲁信影城特于 1
月 7 日至 1 月 18 日期间，推出 10 元看大片
活动。

活动期间，鲁信影城每天都为顾客准备
多部最新上映的影片为特惠影片，有《纳尼
亚传奇：黎明踏浪号 3D 版》、《非诚勿扰 2》、

《让子弹飞》、《失控》、《午夜心跳》等，几乎每
个时间段都有不同的场次，供顾客自行挑

选。
据了解，鲁信影城自开业以来，受到了

泰安人民的热烈追捧，五星级的观影环境，
超凡的视听享受，震撼的音响效果，最人性
化的服务，超值的价格，都成为大家津津乐
道的话题。而每周来影城看一部大片，更是
成为了众多影迷的习惯。

咨询电话：0538-6314666
影城官网：www.luxinyingcheng.com
影城地址：青年路 28 号银泰中心 4 楼

(原百货大楼 4 楼)

十元大片尽情看
鲁信影城陪你过新年

砸金蛋抽宝马车 15年使用权
山景叠院业主答谢会明日举行

本报泰安 1 月 6 日讯 (记者 梁敏)
6 日，记者从志高集团山景叠院项目售楼

处获悉，为回报广大业主，山景叠院项目将
于 8 日在泉盛大酒店举办业主答谢会，会
上将举行砸金蛋抽奖活动。

“这次答谢会定在 8 日上午 10 点，在
环山路的泉盛大酒店举行，活动为业主准
备了抽奖、表演等精彩节目，届时豪华宝马
车使用权等巨额奖项也将揭晓。”6 日，山
景叠院项目工作人员介绍说，志高集团为
酬谢业主，借助新年的喜庆，精心举办了本
次业主答谢联谊会，这是继山景叠院成功
开盘，并取得良好销售业绩之后的又一项

活动盛典。特别是豪华大奖抽奖环节，免两
年物业费、西班牙魅力之旅基金、豪华家庭
影院、豪华宝马车等大奖将逐一揭晓，希望
广大业主积极参与。

据了解，山景叠院项目是志高集团
精心打造的西班牙风格电梯花园洋房，
该项目以稀缺的地段价值、全新的设计
理念、独特的景观营造、英国管家式物业
服务、智能家居配套等，成为泰城领先的
高端品质小区，并得到了广大泰城名士
的青睐。该项目共有 341 套精品房源，但
开盘至今已实现签约销售 200 多套的佳
绩。

本报泰安 1 月 6 日讯（记者 陈新） 近
日，泰安市民窦先生将一面绣有“忠于职守，
为民服务”的锦旗送到泰安市公安局巡逻特
警支队一大队，对民警刘保华拾金不昧不留
名的行为表示感谢。

2010 年 12 月 25 日 19 点 50 分左右，一大
队民警刘保华带领队员巡逻至泰安市岱岳区
开元小区爱心超市门口时，在路边发现一棕
色女士手提包，内有现金 500 多元、10 余张银

行卡、钥匙、公交卡、身份证等物品。
民警根据身份证上的地址，将手提包

送到失主窦先生家里，窦先生非常感动，再
三询问民警的名字，但刘保华始终都没说，
只是表示这是一件小事，属于他们正常的
工作范畴。

后来，窦先生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了
拾金不昧的好民警的名字，原来他是泰安市
公安局巡逻特警支队一大队的民警刘保华。

民警拾金不昧不留名

建立应急值班和责任追究制度

泰山区查处千余处安全隐患

本报泰安 1 月 6 日讯(记者 路冉冉 通
讯员 宋杨) 为保障春节期间的安全，泰山
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拉网式安全大排查。
截至目前，共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800 余家，查
处各类安全隐患 1100 余处。

据了解，泰山区专门成立了 20 个行业
主管部门检查组，主要对辖区内在建的工
程、加油站点、公众聚集场所、学校周边、烟
花爆竹经营门面、企业等开展拉网式的大
排查。在检查中发现，个别单位和经营户存
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不到位，整治不彻底，

拖延隐患整改时限等安全问题，更有一些
生产经营单位重经济效益、轻安全生产，职
工违章作业、违章运行、无证上岗现象时常
发生。对发现的问题，能当场整改的，检查
组指导各点当场整改；不能当场整改的，发
出整改通知书，提出整改措施，责令其立即
着手，限期整改完毕。

同时，泰山区对建筑工程实行 24 小时
应急值班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该区还组
织 120 多名村级护林员进山巡山护林，对
易发火灾地带派专人进行排查，盯紧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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