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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本报品牌公益活动“七夕”相亲会再启程

8月10日起南湖边再搭“鹊桥”
本报泰安7月17日讯(记者 王

世腾) 今日起，本报“七夕”大型相
亲会开始报名。相亲会立足公益，不
收取任何费用，于8月10日、11日在南
湖公园为寻缘男女搭起“鹊桥”。

每天公司和家之间两点一线，交
际面太窄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一心
求学，踏入社会后不知不觉中成为

“剩女剩男”？相亲无数，是否还未遇
到命中注定的TA？为满足泰城单身
男女相亲需求，本报将在“七夕”期间
举办大型相亲会。

去年3月24日，本报在泰安举办
“情定三月三”相亲会，700多名单身帅
哥美女现场主动出击。在共计8个半小
时的活动时间里，5000多人次以不同
方式参与。去年8月25日、26日，本报主
办的“七夕”相亲大会盛大举行。两天
时间里共有1200多单身男女展示信息

卡，现场报名人数达到400多人。近万
人次以不同方式进场参与。

今年4月13日、14日，本报再次主
办“情定三月三”大型公益相亲会，
1500多名帅哥美女寻找另一半。两天
时间到场参与市民超过1万人次。众
多市民表示想继续参加本报组织的
相亲会，相亲会已成为本报又一个品
牌公益活动。

本次“七夕”相亲会将于8月10日
(星期六)11日(星期天)在南湖公园举
行，为泰安众多单身男女将搭起“鹊
桥”，开启浪漫之旅。相亲会现场将有
系列互动活动，报名者可充分展示个
人风采，迎来你的另一半。

本次相亲会不收取任何费用，即
日起至8月6日均可报名，报名人数不
限。欢迎符合条件的单身男女自愿报
名，也欢迎企事业单位集体报名。

本报泰安7月17日讯(记者 侯
峰) 17日，泰山区举行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参加仪式的36个开工
项目，总投资达到163 . 1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60 . 4亿元，其中23个是服务业
项目。备受瞩目的万达商业广场也
将于7月下旬开工。

17日集中开工的36个项目中，
投资50亿元以上项目1个、投资20—
50亿元项目1个、投资10—20亿元项
目2个、投资1—10亿元项目21个、投
资亿元以下项目11个。

服务业在开工项目中占了近三

分之二，达到23个，显示未来泰山区
服务业发展的强劲势头，将进一步
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发展的档
次和水平。总投资20亿元的广晟金
色领域、总投资11亿元的华侨城城
市广场，将打造集高档餐饮、休闲娱
乐、商务办公于一体的商住综合体；
总投资15亿元的金迈驰汽配城，主
要建设汽车会展中心、交易中心、汽
配维修中心以及汽车主题文化公
园，是构建全市汽车产业链条的又
一重点配套项目。东部金融港、泰山
财险等项目的建设，进一步丰富完

善了全市金融保险产业体系。啤酒
广场项目，对泰山啤酒公司老厂区
进行综合改造，是泰山区“二产三产
化”的示范项目，将建设面积20000

平方米餐饮娱乐风情广场。
将于7月下旬开工的万达商业

广场备受瞩目，该项目由中国商业
地产龙头企业——— 万达集团投资56

亿元建设，总占地面积240余亩，拟
规划建筑面积70余万平方米，内容
包括大型商业中心、城市步行街、超
五星级酒店、甲级写字楼、国际影院
等，集购物、餐饮、文化、娱乐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商圈，形成新的
城市中心。项目建成运营后年可实
现营业收入26亿元，实现税收2亿
元，安置就业2万余人。

本次开工的工业项目、农业项
目和科技文化项目更加强调科技、
创新、高效等因素，集中开工的项目
全部按照国家、省、市产业政策和全
区产业发展规划精心策划、定向招
商、优中选资。其中，山东农业大学
科技原始创新中心，总投资2亿元，
建设3万平方米农业科技研发中心，
辐射带动全省现代农业发展。

泰山区36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大多是服务业项目，万达商业广场本月下旬开工

先锋影城

《大明星》3D 片长 135分钟
票价60元 10:20 12:50 19:40

《重返地球》
片长100分 票价50元
10:40 13:10 15:00 17:00 18:50 20:40

《天台爱情》
片长117分钟 票价50元
10:00 12:10 14:30 16:40 19:20

《盲探》片长129分 票价50元
13:30 17:20

《小时代》
片长116分 票价50元
11:00 18:00 20:20

《超人：钢铁之躯》3D

片长143分 票价60元
12:30 15:30 20:00

《笔仙Ⅱ》
片长94分 票价50元 9:40 14:00
16:10 19:00 21:00

《校花诡异事件》
片长101分 票价50元 11:30

《追踪长尾豹马修》
片长105分 票价50元 10:30 15:50

《赛尔号3战神联盟》3D

片长100分 票价60元 15:20 18:10

地址：东岳大街81号银座商城(中
心店)6楼
影讯热线：8226607

奥莱影城

★《大明猩》 09:20 10:30 11:50
13:00 14:20 15:30 16:50 18:00 19:20

20:30

★《笔仙2》
10:10 12:00 15:50 19:40 21:20

★《追踪长尾豹马修》
10:50 12:50 15:00 17:00 20:10

★《重返地球》
09:00 21:10 12:10 18:20

★《天台爱情》
19:00 09:50 14:00

★《赛尔号大电影3之战神联盟》
16:30

★《赤警威龙》 13:40 17:40

◆奥莱影城【大爆爱上小可】正
在热售，7月15日—31日凡购大桶
爆米花或套餐即送小胖可乐一
瓶，美味爆米花+可爱小胖可乐，
欢乐尽在奥莱影城！数量有限赠
完为止，此活动不与其他优惠活
动同时使用。

◆欢乐暑假尽在奥莱影城！即日
起到8月31日，凡是学生持2013年
6-8月印有学生票样的火车票以
及本人学生证，可到奥莱影城前
台兑换限时观影券一张。
◆奥莱影城“幸运一把抓”活动
本周正式开始，每周末晚上由现
场某位影迷在本周所有电影副
券中抓出一把【影票副券】贴与
墙上，只要副券上的票号跟你手
中票根的编号对起来，就可获得
限时观影券一张。所以以后不要
随便丢掉票根咯。
◆更多影讯和活动请关注我们
的

微信号：Ao-lai

新浪微博：@泰安奥莱影城
◆影讯热线:0538-6119898
◆影迷QQ群：160216274

七乐彩 第2013Q082期
10 12 14 18 19 22 28/04

23选5 第2013W191期 01 05 12 22 23
3D 第2013D191期 315
双色球 第2013S082期 04 13 14 20 22 30/06

(孙思荣)

大乐透 第13082期 03 09 25 26 33+03 12
排列三 第13191期 4 7 3
排列五 第13191期 4 7 3 4 4

（刘来）

7 . 18影讯

报名时间：7月18日到8月6日
报名方式：报名不收取任何

费用，报名时需要出示本人身份
证。父母给孩子报名的，需出示孩
子的身份证或复印件。如需想在
相亲卡放照片可提供5寸或7寸个
人靓照1张(电子版最好)。如亲友
代报名，则需提供报名者相关信
息和代报名者身份证。

报名地点：泰安市望岳东路
(卜蜂莲花南)中七里社区服务中
心4楼，齐鲁晚报今日泰山编辑部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0 5 3 8 -
6982106

活动时间：8月10日到11日
活动地点：南湖公园两位女孩在今年“三月三”相亲会现场看相亲卡。（资料片）

活动说明

格市区天气

18日，多云转阴有雷阵雨，
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左
右。

19日，阴有大雨转中雨，并
伴有雷电，南风3～4级。最高气
温：28℃左右。

20日，阴有中雨转小雨，南
风3～4级。最高气温：29℃左右。

格7月18日景区天气

南天门：多云转阴有雷阵
雨，气温：15～19℃。

中天门：多云转阴有雷阵
雨，气温：16～23℃。

桃花源：多云转阴有雷阵
雨，气温：20～26℃。

后石坞：多云转阴有雷阵
雨，气温：18～24℃。

（赵兴）

本报泰安7月17日讯(记者
赵兴 ) 本报与北方车辆联合主
办的“泰安五地千人汽车团购
会”，将在本周日拉开帷幕。原厂
导航、保险基金、全车装饰、汽车
精品，只要您报名，就有大礼抱回
家。报名截止到本周六(20日)下午
6点，享受年度钜惠团购，机不可
失。

本次团购会集北方旗下长安
福特、上海大众、北京现代和上海
大众斯柯达四大合资品牌，特价
现车，价格一促到底。记者从北方
车辆获悉，各4S店市场部已经提前
向各自厂家申请团购政策，而且
北方车辆将在厂家政策的基础上
再给优惠。其中，北京现代全系年
度最低价参加团购，优惠最高的
车型为第八代索纳塔；上海大众
除车型优惠外，团购满20人即送
2000元保养基金。

据了解，除了4个品牌全系车
型大幅优惠，团购人数每满20人，
订车即送保险。同时，现场举行抽
奖活动，最高奖励为原厂导航，参
加抽奖者都不落空。

为了方便县区的消费者来泰
城参加团购活动，北方车辆做了
精心准备。团购会相关负责人北
方北京现代4S店李经理介绍，北方
车辆在新泰、肥城、宁阳、东平都
设有二级经销商，活动当天所有
客户在二级店集合后，免费乘坐
大巴前往团购活动现场——— 岱岳
区海岱花园酒店。

有意向参与团购享优惠的市
民，可以前往北方车辆各经销商
处报名，或者拨打活动报名咨询
热线——— 泰城：8 5 6 1 5 1 0、新泰：
7 0 6 9 9 6 1、肥城：8 5 6 1 5 6 9、宁阳：
8561520、东平：8569388。

千人汽车团购

周日举行

报名截止到周六下午

本报泰安7月17日讯(记者
赵兴超) 近日，山东省财政厅下
发《关于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存
款“零余额账户”管理的通知》，在
全省推广泰安市住房公积金“零
余额账户”管理经验。泰安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零余额账
户”管理，每天归集调度资金，为
保障性住房提供建设资金。

近日，山东省财政厅借鉴泰
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零
余额账户”管理方式，在全省开始
全面推行。根据“零余额账户”方
式，在保证住房公积金支取和贷

款业务正常开展情况下，住房公
积金各基层机构，每天业务结束
前，通过电子转账等方式，把分散
管理的住房公积金存款，汇集到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存款总账户，
分支机构存款账户余额清零。总
账户资金积累到一定数量后，一
起转存为定期，扩大定期存款份
额，提高资金增值收益，实现了收
益的最大化。

记者从泰安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了解到，以未推行之前，各
分支机构的公积金存款都在各自
机构内，以活期存款形式保留，造

成巨大的浪费。自2011年以来，泰
安市就开始实行“零余额账户”管
理，2011年、2012年泰安市分别实
现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9324万元、
15052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5%和
61%，累计提供廉租住房建设资金
2 . 5亿元。其中，2012年从增值收益
中计提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
后，提供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
12834万元，可建公租房、廉租房约
1604套，或建经适房1070套，节约
了财政资金，减少了保障性住房
贷款利息支出，加快全市保障性
住房建设步伐。

泰安住房公积金管理经验

将推广到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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