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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资讯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聊天宝贝赵
增朔，我今年两岁了，我的生日是
2011年6月21日，在爸爸妈妈的精心
呵护下，我已经长成“小大人”啦，看
我笑得是不是非常可爱呀！爸爸妈妈
希望我长大了能多读书，多学习知
识，长大了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接下来，是天气预报哦，由我给大
家主持。

莱芜天气预报

22日 星期四 阴转多云 气温
22℃-32℃ 东北风 3-4级

23日 星期五 阴转多云 气温
21℃-31℃ 东北风 3-4级

24日 星期六 多云 气温 21℃-
31℃ 东北风 3-4级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薄短袖类

短袖衫、短裙、短裤、薄型T恤衫、敞领
短袖棉衫
感冒指数：低发期
环 境 温 度 较 高 ，要 提
防长时间在空调环
境 中 引 发 的 空 调
病；
污染物扩散条件：
好
非常有利于空气污
染物扩散
洗车指数：不适宜
洗车后当日有降水、
大 风 或 沙 尘 天
气，不适宜洗车
运动指数：不适
宜
天气炎热，不适
宜户外运动；
紫外线指数：最
弱

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宝 贝 聊 天

彩电市场向来都是家电业竞
争最为激烈的，各家厂商都在陆
续推陈出新，试图将最好的电视
产品推向中国市场。在这样复杂
的市场环境下，LG电子在2013年
推出了“观韵”系列3D智能电视
新品，该系列下两款电视的特别
之处在于除了延续LG电视产品
一贯的强大功能，更将中国风的
元素融入产品的外观设计之中，
为中国消费者倾力打造了一款不
但能满足家庭至臻娱乐需求，同
时还能真正成为家电外观设计时
尚代表的3D智能电视产品。
专为中国消费者打造
带有美好寓意的3D智能电视

LG电子经过长时间的市场
调研，发现中国消费者喜欢将一
些代表传统美好寓意的摆设放置

家中。因此，LG电子将自古代表
“一帆风顺”的船带入了电视设计
之中，打造了富有流线型美感的
船型底座设计，并与屏幕下方水
滴状设计相配合，构成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象征汇聚财富的“聚水
入盆”形状，寓意"招财进宝"，希望
为家庭带去更多财富与吉祥。

除了别出心裁的底座设计，
“观韵”电视LA8800还采用了中
国人自古以来都非常喜爱的颜
色——— 金色。和 3月在中国家博
会上正式发布的红色“观韵”相
比，金色“观韵”所用的色彩富贵
华丽，更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自
古象征“财富”的黄金。此次LG
电子将金色和电视完美融合，除
了打造真正属于中国消费者的

“中国风”智能电视，同时也是表

达企业对中国消费者的美好祝
福。
超凡画质与智能功能完美结合
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享受

在2013LG电子举办的五大
城市“新品媒体品鉴会”中，LG

“观韵”电视的中国风外观与优
越性能完美结合，让大家倍感新
鲜。如临实境的无边硬屏技术配
合卓越的三重XD引擎 ,不闪式

3D技术及 3D影院立体声，让在
场体验者真正感受到了3D影院
般的极致观影效果。

作 为 一 款 智 能 电 视 ，
LA8800本身还具备强大的智能
功能，支持NFC近距离无线通讯
技 术 、英 特 尔W i D i无 线 连 接 、
Miracas t TM、MHL以及DLNA等
多种方式进行连接，让智能设备
之间传递内容前所未有的便捷。

另外LG为“观韵”3 D智能
电视量身定制的金色动感应遥
控器，拥有轻松指点，滚轮滑动，
手势识别以及语音识别等四种
操作模式，让消费者轻松操控电
视。在品鉴会中，主讲师还亲自
示范金色遥控器的语音识别功
能，向机器人“小 i小姐”进行咨
询天气情况、周边美食等信息，

引发体验者积极参与，掀起会议
小高潮。

2013年LG电子在充分了解
中国市场的基础上推出的“观韵

“系列：LA6800及LA8800两款
中国风特色的 3 D智能电视，是
LG电子带给中国市场和中国消
费者的一份真挚好礼。其中红色

“观韵”象征吉祥如意，金色“观
韵”寓意财运亨通，两款电视除
了能为消费者带去至臻娱乐的
生活外，同时都暗喻美好祝福。
相信这样“内外兼修”的3D智能
电视，必然会为中国消费者带去
更 多 惊 喜 ，并 打 造 属 于 L G“ 观
韵”的智能电视“黄金时代”。

欲了解更多LG产品信息，
欢迎登陆LG官方网站：h t t p : / /
www.lg .com/cn进行查询。

LLGG““观观韵韵””打打造造智智能能电电视视黄黄金金时时代代

本报8月2 1日讯 (见习记者
徐莹 通讯员 王建 马相

斌 ) 炎炎夏日，正是优质蟠桃
的收获季节。如今在钢城区汶源
街道的霞峰村蜜桃销售市场上，
挤满了来卖桃和买桃的人群。广
大外地客商不远千里来到这里
收桃。汶源街道的农民们通过销

售品质优良的蜜桃获得较好的
收益。

今年钢城区汶源街道针对8
万亩桃园产量大、品种多且成熟
季节长的特点，先后在桃园集中
种植区域的霞峰村、通香峪村、
金水河村等地，建立蜜桃批发销
售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严厉

打击破坏市场秩序和操纵桃价
的行为。通过采取一系列举措，
形成了远近闻名的蜜桃销售集
散地。目前，钢城区汶源街道有
黄金桃、蟠桃、八月脆、红冠蜜等
50多个品系，产桃旺季时每天都
有几万斤的桃子从这里运往全
国各地。

据悉，这些桃子将按照品种
和品质，分成加工桃和商品桃出
售。加工桃可做成果汁、桃脯等
食品，主要销往烟台、威海、青
岛、临沂等地市；商品桃可进入
超市销售，主要运往南京、浙江、
上海，甚至东北和内蒙古都有当
地蜜桃的身影。

钢钢城城区区汶汶源源街街道道打打造造蜜蜜桃桃销销售售集集散散地地
本报8月21日讯(见习记者

冯建华) 开学在即，为切实规范
好校园周边环境。近日，市执法
局二大队以汶阳街陈毅中学、二
实小周边环境治理为重点，开展
了一次全方位的校园周边市容
环境整治行动。

“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为
了给师生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工
作、学习、出入环境，让校园周边
环境得到净化，市执法局经过详
细的谋划、准备工作，对校园周
边市容环境，尤其是以陈毅中
学，莱芜市第二实验小学为重
点，展开了一次全方位、多层次
的整治工作。”莱芜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二大队队长魏凯告
诉记者，市执法局联系校方，对
学生食品安全知识及保护市容
环境秩序义务进行宣传教育，同
时组织执法人员对学校周边道
路上摆摊设点、占道经营的商铺
进行教育，辅之以处罚，对乱贴
乱画、乱拉乱挂的行为严厉制止
并责其拆除。

据统计，此次整治活动共清
除流动商贩50余人，取缔流动摊
点1 0余人，规范车辆停放6 0辆
次，对城区学校周边的卫生及秩
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学
校师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21日下午3点，记者在汶阳
大街采访了一位家长王先生。

“孩子在莱芜市第二实验小学就
读，以前接送孩子上学、放学都
要很小心，因为人行道给培训机
构占着，非机动车道上也挤占着
流动商贩，有时候领着孩子都快
走到路中心线了。这样的环境，
让孩子自己走，能放心吗？”王先
生告诉记者，现在看到孩子就读
的学校周边环境很整洁、也很有
秩序，作为家长很高兴，也很感
谢部门为孩子就读所做的这些
工作。

整治校园周边

迎接师生入学

本报8月21日讯 (见习记者
冯建华)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文
明礼让斑马线、交叉路口无严重阻
塞……连日来，莱芜市交警支队城
区大队113名警力踏上各道路交通
路口，维持秩序，为莱芜市文明创
城添姿添彩。

21日11点，记者在文化北路和
鲁中东大街的十字路口，看到一名
执勤民警正在对一辆非法停放在
非机动车道上的轿车车主进行教
育。“车辆的乱停乱放不仅对道路
交通造成一定的不便，也违反了

《道路交通法》。”民警告诉记者，对
车辆的处理，民警以教育劝导为
主，辅之以一定的处罚。让广大车
主从思想上遵循法律法规，做到文
明行车，共同创建文明城市。

“此次文明创城，民警对交通
秩序加大了整治力度，以确保车
辆、行人各行其道，无闯红灯、无乱
穿马路、无翻越隔离栏、无车辆严
重阻塞交通路口和车辆乱停乱放
等现象。”民警告诉记者，通过这次
文明创城活动，在莱芜市形成一种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
氛围，搭建一种“遵章守序、文明礼
让”的公共秩序，让“爱我莱芜、共
建美好家园”的主题变成一种现实
生活。

113名警力上岗执勤

为文明创城添姿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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