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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资讯

宝 贝 聊 天

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天气预报员时利和 ,2005年7月1日妈
妈把我带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上，我今年9岁了，已经是个
小小男子汉啦，看我是不是非常酷呢？爸爸妈妈非常爱我，
他们希望我健健康康成长，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接下来是
天气预报哦。

24日 星期四 晴 4℃~15℃ 北风3-4级
25日 星期五 晴 4℃~16℃ 南风3-4级
26日 星期六 晴 6℃~18℃ 北风3-4级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毛衣类
风衣、大衣、夹大衣、外套、毛衣、毛套装、西服
套装、薄棉外套
感冒指数：易发期
天气很凉，季节转换的气候，慎重增加衣服；较易
引起感冒；
体感度指数：略凉
感觉有些凉，但是凉意微薄，不影响户外活动的开
展。

日前，LG电子发布了专为中
国市场设计的首款智能安卓电视
GA7800。该款安卓电视在外观上
延续了LG“观韵”系列电视的设计
理念，华美大气，深得中国传统文
化之精髓；搭载了专为电视研发的
安卓系统，并配备键盘式动感应遥
控器等高品质硬件。优雅外观与强
劲内在的巧妙结合，传统文化与现
代科技的完美融合，使得LG观韵
安卓电视一经推出便成为市场焦
点。为了让广大消费者充分体验
LG观韵安卓电视的卓越性能，LG
先后在南京、重庆、深圳三地举办
了LG观韵安卓电视嘉年华体验
会，让当地消费者亲手操作安卓电
视，享受LG安卓电视带来的试听
娱乐盛宴。
采用安卓4 . 2电视专用系统
海量APP畅爽体验

安卓系统的无限APP 以及
开放性众所周知，这也是安卓迷们
追捧安卓系统的原因。LG首款安
卓电视的上市，让安卓迷们可以在
更大屏幕的上享受安卓系统带来
的无限惊喜。LG安卓电视GA7800

搭载基于电视平台定制开发的全
新4 . 2版本安卓系统,不同于基于
手机平台开发的安卓系统，界面更
贴合电视大画面，更加稳定。
多种2D转3D游戏
畅爽游戏新体验

GA7800的又一大亮点是可将
90%以上的热门游戏进行2D转3D
体验。能将LG电视专用安智市场
中的2D游戏转换成3D游戏，打造
大屏立体游戏空间，让您仿佛置身
其中，感受3D视觉为游戏创造的
全新感觉，尽情享受3D游戏带来
的畅爽体验。
键盘式动感应遥控器
操作轻松便捷

LG观韵安卓电视配备独特的

键盘式动感应遥控器，旨在为用户
的 操 作 带 来 更 加 便 捷 的 体 验 。
GA7800配备的是全键盘动感应遥
控器，除了具备动感应遥控器的轻
松指点、滚轮滑动、体感操作、语音
识别等标配功能，更搭配了全键盘
操作功能。在浏览网页，搜索内容，
甚至用电视记录备忘录、聊QQ都
可以用动感应遥控器进行全键盘
输入，准确高效，不需要单独配置
鼠标和键盘。
精致外观设计
带来全新视觉盛宴

LG观韵安卓电视在外观上延
续了LG“观韵”系列的设计理念，
采用独特船型底座，以金色包边，
外观华美大气。底座形如帆船，传
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乘风破
浪的气势也有一帆风顺的美好寓
意。LG怀着对中国消费者美好生
活的祝愿，独创以“船”型为底座的
3D智能电视。

LG观韵安卓电视配备2 . 1扬
声器系统，双扬声器搭上一个低音
炮，释放出真实震撼的音质效果，
给人难以置信的立体享受。同时，

自上而下的音响效果，音波似从各
个方向涌入，您即可体验更真实的
三维立体声效。得益于这些先进技
术，LG观韵安卓电视让看电视成
为一种视听盛宴，带给您影院级的
观赏效果。

LG电子集先进技术于一身，
倾力为中国消费者打造的Android
电视，精确的领会理解使用者的心
意，为用户提供真正智能便捷的
服务，力求用户在家就可以体验
到视觉以及娱乐的双重体验，让
您的生活因为LG观韵安卓电视
而更加丰富多彩。凭借锐意创新
的 技 术 和
创 造 美 好
生 活 的 理
念 ，L G 电
子 将 携 中
国 消 费 者
走 进 真 正
智 能 电 视
世界，提供
无 限 精 彩
的 影 音 娱
乐享受。

LLGG观观韵韵安安卓卓智智能能电电视视 为为用用户户带带来来视视觉觉娱娱乐乐双双重重体体验验

提起德国制造，你一定会想
到宝马、奔驰等诸多如雷贯耳的
品牌。但你可能还不知道，就在你
生活的周围，一直隐藏着一个低
调的百年品牌，它就是来自德国
的“菲林格尔”地板。

如同奔驰、大众、西门子一
样，德国品牌似乎总能赢得中国
消费者的青睐，菲林格尔也不例
外。菲林格尔可以为了一块优质
木料有耐心等待70年，因为他们

相信，自然之美，值得花时间去等
待，他们也想把最纯粹的自然生
活带给千家万户的菲林格尔用
户，以最自然的坚持，慢享最自然
的家

什么样的家最美，一位知名
的外籍设计师说：舒适最好，和谐
最美。一个美好的家不是要有多
豪华、多纯粹，而是要让居住在这
里能够感受到空间与自己情感的
呼应，为什么那么多消费者如此

青睐菲林格尔，他们的回答无非
也是用着舒适、踏实、贴心，放心，
菲林格尔能收到这么多朴实无华
的用户评价，原因只有一个，就是
菲林格尔真正在用心做好地板。

值此德国菲林格尔地板亚洲
工业园建成，工厂乔迁之际，年底
冲量，菲林格尔总工厂掀起大集
采第二季活动，32款德系正品，蓄
势待发！11月9日抢鲜登陆山东济
南南郊宾馆，强化地板79元起，实

木复合地板199元起，洗衣机，电
磁炉等家用电器百万大放送，此
次“大集采”团购活动，覆盖济南、
济宁、泰安、莱芜、德州、淄博、菏
泽等三十个城市，涉及菲林格尔
数百款精品地板产品，产品价格
直击国内地板价格的底线，淘宝
产品、新品、精品，齐齐亮相。

除了厂价直销、品类齐全，本
次活动还将开展—系列惠民活
动，敬请垂询各门店。

房房子子可可以以小小，，地地板板必必须须好好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程
凌润) 23日，记者从环保百日攻
坚行动联席会上获悉，莱芜市城
管与环卫、卫生、房管等部门签订
了防治露天焚烧责任书，严禁在
市区内焚烧树叶、生活垃圾等产
生异味的物质。

23日，莱芜市城市管理执法
局召开环保百日攻坚行动联席
会，公布了城管部门开展环保百
日攻坚行动的实施方案。“严禁市

区内乱焚烧行为，禁止焚烧树叶、
生活垃圾、医疗垃圾、废旧塑料、
油毡、沥青等产生异味的物质。”
莱芜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姜军民
介绍，方案除了对乱焚烧现象进
行制定了严格规定外，还提出了
扬尘污染治理措施。

城管部门将配合住建委加强
建筑扬尘污染治理，督促各施工
单位采取洒水作业、设置围挡、硬
化出入口、清洗粘带泥土车辆等

防尘措施，及时清运渣土等建筑
垃圾，禁止施工现场车辆带泥土
上路。同时，城管部门还监督所有
运输煤炭、矿粉、砂石、建筑垃圾
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的车辆严格按
划定的专用路线行驶，并采取篷
布遮盖等抑尘措施防止沿途泄露
遗撒，实现运输渣土物料车辆
100%全覆盖。

此外，城管部门还将配合市
住建委等部门淘汰建成区内的燃

煤锅炉，禁燃区内限期禁止燃烧
原(散)煤，洗选煤、蜂窝煤、焦炭、
木炭、煤矸石、煤泥、煤焦油、重
油、渣油等燃料，禁止燃烧各种可
燃废物和直接燃用生物质燃料，
以及污染物含量超过国家规定限
值的柴油、煤油、人工煤气等高污
染燃料。期间，莱芜市城市管理执
法局还与环保、卫生、房管等部门
签订了防治露天焚烧责任书，该
责任书有效期为一年。

莱莱芜芜市市区区内内禁禁止止焚焚烧烧垃垃圾圾
城管与环卫等部门签订防治露天焚烧责任书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程
凌润 ) 22日，山东省教育厅正式
公布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其中莱芜、青
岛、临沂成为山东省首批试点城
市，公办中小学教师没有了“铁饭
碗”，需每五年注册一次。

据了解，中小学教师资格定
期注册是对中小学教师入职后
从教资格的定期核查。经首次注
册后，每5年进行一次定期注册。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须由本人申
请，所在学校集体办理，按照人
事隶属关系报县级以上教育行
政部门审核注册。申请教师资格
定期注册应提交师德表现、年度
考核及参加继续教育情况等方
面的材料，实行网上申请。

山东省教育厅明确规定，定
期注册不合格或逾期不注册的
人员，不得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违 反《 中 小 学 教师职 业 道 德 规
范》和师德考核评价标准，影响
恶劣的，将予以不予以注册。

作为首批试点城市，莱芜市
教师资格首次注册仍使用网上
申请和纸质材料审核相结合的
形式。

莱芜试点公办中小学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周慧
杰 通讯员 胡春燕) 为加强青
年企业家协会会员对电子商务的
了解，进一步增强青年企业家对
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贡献，10月22

日，团市委组织部分青企协会员
走进“同盈储销网”开展互观互学
活动。

同盈储销网是由山东同盈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投资运营的农产
品储销平台，公司目前交易品种
为大蒜、生姜、大葱、花椒等。通过
对公司的参观、企业文化展示的
体验、同盈储销网板块的学习、电
子交易课件专题培训学习和网上
交易模拟操作等，提高了会员对
农产品货票交易的认识和对交易
系统的深入了解，进一步提振了
青年企业家加强电子商务发展服
务业的的信心。

莱芜青年企业家

参加电子商务培训

10月23日，莱芜供电公司组
织开发区供电所员工开展了“三
走进”便民服务宣传活动。

连日来，莱芜供电公司宣传
人员通过“走进社区、走进学校、
走进农村”的“三走进”形式开展
便民服务宣传工作。在宣传过程
中，给客户讲解安全用电常识，检
查客户家中用电线路，对隐患线
路设备进行维修。并送上印有工
作人员联系信息的便民服务卡，
及时帮助客户解决用电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和困难。

莱芜供电公司

开展“三走进”活动

近日，腾讯公益基金、大爱清
尘基金发起、绿盾PM2 . 5口罩特别
赞助的“大爱益行者，公益一起
跑”主题行动发布会在京举行。

包括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灵山慈善
基金会、中国福利基金会索玛花
基金、麦圈换物公益项目、敦和基
金等在内的多家公益组织出席了
此次发布会。志愿者现场将上百
个绿盾PM2 . 5口罩结成一面宽3

米、高2米的旗帜，象征着对粉尘
环境的拒绝和对健康呼吸与生命
的呼唤。这是国内公益组织首次
联手呼吁呼吸防护。

绿盾PM2 . 5口罩企业负责人
赵丹青表示：“我们期望通过公
益，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呼吸健
康，关注呼吸防护。希望随着空气
质量的好转，绿盾能早日成为‘消
失的品牌’。”

10月初，为让客户的用电生
活更加方便快捷，国网金乡县供
电公司制作印刷了几万张电力便
民服务卡，由各个供电所的管理
人员利用抄表时间分发给用电的
居民。居民可以通过服务卡上的
电话号码，随时联系为他们服务
的管片员,也可以通过电话咨询各
种电力相关问题。同时，在村镇
各处张贴领取用电服务卡片的通
告，让居民们都知道有这么回
事。 (刘勇)

国网金乡公司：

便民卡片便万家

为保障秋检工作安全、高效、
高质的顺利完成，10月22日，国网
金乡县供电公司提出严把“三关”
的具体措施。一把“开工关”。加强
现场督察力度，每天到现场抽查
安全生产情况。二把“执行关”。按
照秋检大纲计划和要求，分阶段
进行工作逐步推进，扎实细致的
对每台设备、每条线路检查。三把

“验收关”。分片包干，监督到位，
严格验收程序，确保了秋检工作
的质量标准。 (程代勤)

国网金乡公司：

严把“三关”保障秋检质量

PM2 .5再成焦点，公益力量

首次联手呼吁呼吸防护


	V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