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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纹丽婚纱

本店位于秦皇岛路华美大酒店路
西 500 米,专业定制出租各式新款主持
人服装，合唱服，舞蹈服及各式演出服
饰。量身定制婚纱礼服、新娘服，承接
各演出单位的租赁定制，量大价优。

责五金机电

位于日照市秦皇岛路 116 号电大
北门西侧沿街，主营五金、机电产品，
电动工具及配件销售；电机维修维护；
机械设备安装等。

责爱尚花坊

位于开发区秦皇岛路与郑州路交
叉路口东 20 米路南，主要提供鲜花服

务如下：开业花篮、生日花束、会议用
花、婚车装饰等。凡在该店装饰婚车可
免费出租锣鼓。市区内免费送花。累积
每买 5 束鲜花可赠送鲜花一束。

责尚诚图文店

位于秦皇岛路与郑州路交汇处东
行 18 米路北，主要经营彩印、高速复
印、精美装订、扫描、图文制作、CAD
出图、名片证卡、彩页画册、无线胶装、
印刷等，该店兼卖各种办公用品、学习
用品、财会用品，图文办公一站服务！

责车卫士汽车美容

位于日照市秦皇岛路 116 号电大
北门西 50 米路南，主营无尘贴膜、底
盘装甲、发动机下护板、铺地胶、封釉、

镀膜、打蜡等。底盘装甲体验价 198 元。
仅 19 元购汽车太阳膜，告别裸奔。

责御香阁茶庄

位于日照市秦皇岛路棉纺厂生活
小区沿街，主营日照绿茶、铁观音、大
红袍、普洱茶等各种名茶，同时经销各
种高中档茶具、茶海、茶宠等，欢迎各
位茶友品鉴。

责苗家排骨米饭

位于日照经济开发区富贵园沿
街，主营排骨米饭，风味独特、肉质
酥香、色泽淡黄，香而不腻，运用百
年祖传秘方，精心制作而成。现有各
类套餐 10 元到 25 元不等，满 30 元
免费送餐。

本版文/片 逛街记者 辛周伦 见习记者 林萍 王在辉

责亮点水族
位于永大家居王府金座一

楼东门，是中国生态水族第一品
牌。亮点生态水族系列产品是一
款集生态、绿色、环保、休闲、装
饰于一体，运用真鱼、碧草、奇

木、怪石、底砂等自然美景的巧
妙结合，再现神秘的水底世界，
有生态壁画、壁挂式鱼缸、生态
水墙花卉、生态水族瓶等。三年
不用换水的鱼缸，亮点水族为您
量身定制，为家居装饰带来时尚
与自然的神奇组合。

水族饰品 特别推荐

责如意鲜花
位于望海路中医院斜对过，主

营鲜花制作，婚庆、会议、庆典用
花，每天提供最新鲜的货源，保质
保量，提供鲜花预订、送花服务。现
该店每天推出 3 个特价花篮。

责梦云花艺
位于新市区泰安路国际大厦

对过，主要提供生日送花、爱情送
花、结婚纪念送花等鲜花速递服
务，同时经营开业花篮、商务鲜花
等。即日起，持本报进店消费满
100 元立减 30 元或买 5 束鲜花送
同等价位的鲜花一束。

责格艺鲜花
位于昭阳路立京饺子城北

邻，主要经营花卉精品、鲜花制
作、婚车装饰、婚礼策划等，提供
鲜花预定、送花服务。专业的插花
技师，让您在花的世界里，做你所
想，追求至上。

责幸福鲜花坊
位于昭阳路建行北 26 米，主

要经营花卉精品、鲜花制作等，店
内鲜花种类繁多，新鲜包装，可提
供鲜花预定、专业插花、送花服
务，让您以极低的价格，获得最想
要的花束，让幸福把你紧紧包围。

秦皇岛路 特别推荐

亮点水族为家居装饰带来时尚与自然的神奇组合。

鲜花 特别推荐

珠宝首饰 特别推荐

责青岛真皮鞋城
位于海曲东路大润发对过，鞋品

全场 9 折优惠，正品名典女凉鞋大特
价 58 元一双！消费即可免费办理会
员卡，会员价 8 . 8 折，还可享受积分
换购。

责红蚂蚁服饰
位于海曲路友谊医院南 100 米，

主要经营时尚品牌女装、女鞋、女包

等，该店本着与商场比质量、与市场
比价格、低价不低质的原则，专做老
百姓穿得起的服装，店内服装大气高
雅，让您穿出独特气质，穿出与众不
同的品味。

责格蕾丝
位于新市区女人世界一楼 B-

07 ，日照格蕾丝独家代理店，主营真
皮女鞋、时尚女装。凉鞋全场 5 折，二
楼女装 4-7 折，女装以欧美风格主

打，兼有日韩风格。凡在该店消费可
免费办理会员卡，在两店一年消费满
2000 元者赠 200 元现金券(一次性使
用)。

责锐力外贸
位于望海路中段东港区医院西郊

路北，主营各种品牌服饰，诱惑的折扣
是您不二的选择。该店即将装修升级，
全场特惠，让您感受到低价高品质的
享受。国际品牌，正品尾货。

责玉满堂
位于济南路安泰荣域世嘉小区

东沿街，主营正品 A 货新疆和田玉及
缅甸翡翠，每件产品都经过三次以上
的严格检验。该店所有产品除特价外
7 折，法定节假日 6 . 5 折。

责恒星珠宝行
以文化走产品，以五行配戴不

同的饰品。该店每天都有新款，翡
翠、挂件、手镯新款到货。该店碧玉、
翡翠手镯 3 折起。即日起，集齐含该
店信息的报纸 5 张，店内和田玉、翡
翠手镯、挂件可享受 2 . 5 折优惠，银
饰享受 5 折优惠，部分金镶玉新款买

玉送金。

责尚爱珍珠
位于新市区女人世界一楼 B-05，

专业珍珠首饰供应商，经营大溪地黑
珍珠、南洋珠、淡水珍珠，提供所有珍
珠类专业咨询、设计、定做、维修服
务，另有纯银首饰 9 元/克。即日起，持
本报到店内消费可享受 8 折优惠。

责君雅翡翠
君雅翡翠，以蕴含中国元素的美

学风格、匠心独具的艺术设计、精工
细雕的完美品质，赋予东方瑰宝全新
的风貌与生命力。全场优惠酬宾 3 折
起，即日起，凭本报可在现有折扣基

础上，再享受 9 折优惠，特价除外。

责文蔻琥珀
该店主营“波罗的海”琥珀和“多

米尼加”琥珀，把欧洲的时尚设计和
东方特有的审美情趣有机融合在一
起。即日起，集齐 3 张含有该店信息的
报纸，店内琥珀挂件、血珀手串等可
享受 3 . 8 折特大优惠。该店消费满一
万元将送价值一万元的琥珀。

责滢润珠宝
店内主营中高档珍珠首饰、天然

玛瑙、玉髓等宝石类产品，还有纯天
然珍珠粉。即日起，进店即可享受 6 . 8

折优惠，持本报享受 6 折优惠。

服装 特别推荐

D06 2013 年 8 月 22 日 星期四

编辑：王在辉 辛周伦 美编/组版：赵文华

今日日照

身边·消费

本报 8 月 21 日讯 (记者 张
萍) 由本报联合北海锦华共同举
办的“忆江南·我的中国情”摄影大
赛完美落幕，摄影爱好者和齐鲁晚
报小记者团的小记者们共同用镜
头 和画笔 聚 焦 北 海“ 锦华徽派
style ”。本报现面向参赛者征集摄
影 、绘 画 作 品 ，投 稿 邮 箱 为
qlwbsyds@126 .com ，投稿截止到 9

月 18 日，获奖者最高可获得 2000

元的现金奖励。

锦华生态养生别墅

徽派建筑独具匠心

据了解，北海锦华是由锦华房
产重金打造的滨海新城区域首个
大型新中式生态养生别墅，也是日
照唯一的徽派建筑群，市民不出家
门就能观赏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
古建筑。独具一格的徽派建筑由粉
墙、瓦、马头墙、砖木石雕以及层楼
叠院、高脊飞檐、曲径回廊、亭台楼
榭等组合而成，风格清新典雅，不
落俗套。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63900 平方米，本社区共由 24 栋别
墅 93 户、一栋物业服务中心、5 栋
小高层组成,容积率 1 . 05，是以低密
度要求建设的高标准江南生态园
林别墅区。

北海锦华吸收杭州传统皇家
园林精华，融合江北景观特点，加
入现代理念，精心设计了融贯南北
文化精髓的翰林竹影、雍和影壁、
荷塘月色、柏林水印和闲梦江南等
园林景观。漫步园中，移步换景，时
而锦绣素雅、时而雍容华贵，使人
应接不暇。在这里，置身其中，砖木
石雕、曲径回廊、亭台楼榭环绕四
周，于细微处彰显中式大宅之风。

整个别墅的开发传承了中国古
民居院落“通天接地”的思想，让主
人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领会到“天
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而
每户别墅进前庭、登厅堂、居正室的
设计格局，也继承了儒家文化“登堂
入室”的训诲。随着项目的进展，中
国墅的特色优势也随之展现。

整个设计高低错落、视觉丰富、
布局合理、引景入室、令人耳目一
新，现代元素与传统空间的自然统
一，既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清晰
的历史文脉，又不失现代感和舒适
感。感兴趣的市民不妨亲自来北海
锦华项目感受北海锦华江南园林之
美，肆意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

即日起征集作品

本报将邀名家评比

即日起，本报开始征集“忆江
南·我的中国情”绘画、摄影作品，
作品内容题材要求以北海锦华项
目景观、建筑、绿化、人像等为题
材。参赛作品数码照片应为不小于
3M 的 JPG 文件，传统照片宽度需
长于 25 厘米，发稿并请注明使用
相机型号、作品名称、拍摄地点、作
者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

作品征集时间截止到 9 月 18

日，每人限 6 幅作品。收到作品后，
本报将邀请摄影名家，共同对参赛
作品进行评比。此次将设一等奖一
名，奖励 2000 元现金及证书；二等
奖 2 名，各奖励 1000 元现金及证
书；三等奖 10 名(其中包括小记者
特别摄影奖 3 名)，各奖励 600 元现
金及证书。另外，凡是当天参与摄
影大赛的嘉宾，都可获得精美礼品
一份。

本报“忆江南·我的中国情”摄影大赛开始征集摄影、绘画作品了

将将邀邀名名家家评评比比，，最最高高奖奖励励 22000000 元元

一名小记者展示自己的作品。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众多摄影爱好者参与本次摄影采风活动。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小记者们体验划船活动。本报记者 张永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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