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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五莲乾通 4S 店举行飞龙迎马感恩活动

邀邀请请车车主主共共观观影影并并送送大大礼礼
本报讯 2 月 1 5 日晚 7

点，由上海大众五莲乾通 4 S

店举办的飞龙迎马感恩车主
活动，在五莲县解放路日客隆
时尚购物广场4楼环谊电影院
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是五莲乾通大
众为感谢广大车主朋友们一
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特意举
办的观影活动。活动期间五莲
乾通大众 4s 店不仅邀车主朋
友一起观看精彩影片，观影的
同时也不忘为大家送上大礼，
中间抽奖环节更是为大家送

上各种惊喜好礼，包括车模，
行车记录仪，车用立体地毯等
高档礼品，让大家在观影的同
时更有一个愉悦的心情。让各
位车主朋友们高兴而来，满意
而归。

此次观影活动，不仅展示
了上海大众的品牌魅力，也拉
近了车主朋友们与乾通大众
之间的感情交流，真正的让车
主朋友们感受到了本次活动
所传达的真谛“彼此关爱，大
众一家”。 (本记)

车主观影现场。

上海大众邀客户共享汽车知识
本报讯 2月22日，在奎山汽

车城，由上海大众日照乾通4S店举
办的爱车大讲堂圆满结束。此次
邀约客户多为新购车客户，受到
广大车主们的热烈欢迎。

当您拥有了心仪的爱车，如
何快速掌握它的丰富功能呢，在
行驶的过程中，即能体验它的完
美操控又能将油耗控制在最低
呢？为了帮助新车主畅享驾驶乐
趣，日照乾通 4S 店的专业培训讲

师为车主们准备了一次最直接的
面对面的培训，通过日常保养知
识讲解，常见故障讲解，车辆维护
知识，节油小技巧及实车演练等
众多环节，帮助车主朋友们成为
车辆专家，充分享受驾驶乐趣!

现场除了为车主朋友们奉上
汽车知识外，更有抽奖环节，不少
车主拿到了丰厚的奖品。让车主
在丰富汽车知识的同时更能感受
到乾通大众带来的惊喜感。(本记)

体体彩彩新新高高频频““快快乐乐扑扑克克 33””震震撼撼上上市市
首日销售火爆

“追风”麻辣6

我我省省彩彩民民夺夺金金十十万万
“选择麻辣 6 即开票，完

全是因为山东经常中出麻辣
6 十万大奖！”2 月 18 日，来到
体彩兑奖中心领取大奖的彩
友小牟(化姓)这样说道，他于
2 月 17 日，中得了体彩“麻辣
6”大奖十万元。

小牟并不经常购彩，只是
偶尔会买几张即开票。2 月 17

日，午休时间，小牟跟几个同
事一起吃完午饭后，回公司的
路上途径烟台开发区 05162 体
彩站，同行的一位同事想要购
买当日开奖的排列 5，于是一
行人一起进了体彩店。小牟进

店后一眼就看到了麻辣 6 的
票面，觉得很喜欢，于是随着
大家一起买了几张。在桌前刮
了起来，一张，两张 ...... 刮到第
六张时，忽然，十万大奖字样
赫然眼前，小牟竟然惊喜的有
些不知所措了。“没想到，彩票
竟然有这么大魅力和惊喜，我
真是太兴奋了！”

中奖后，小牟第一时间把
好消息告诉了亲人，领奖后，
小牟表示，一定要用奖金请家
人好好吃一顿，把自己的兴奋
和惊喜传递给大家！

(于丹)

“买股票、买基金，不如买
竞彩！”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宣
传语，日照石臼的张先生(化
名 )就是这句话很好的受益
人。2 月 25 日，张先生带着一
打竞彩票到日照体彩兑奖中
心，领走了 1 . 9 万元奖金。

仔细看一下张先生的中
奖票不难发现，他所有带来的
中奖票几乎均为 2 串 1 玩法。
而一提起竞彩 2 串 1，张先生
便打开了话匣子：“我本来是
个没接触过彩票的足球迷，一
到休息时间就跟伙计们出去
踢球。后来一个经常一起踢球
的朋友介绍我可以买竞彩，不

仅还能够享受看球的趣味，还
多了一份买球的快乐。我刚开
始买竞彩的时候投注站的站
长就介绍我买 2 串 1，这种玩
法虽然奖金比其他的相对低，
但是非常稳！这次也还是感谢
这个玩法，能让我一下子获得
这么多奖金！”

带着兑奖支票离开体彩
日照分中心时，张先生不禁发
自内心的感慨说：“把玩竞彩
和看体育赛事相结合，给我的
生活带来了一加一远大于二
的快乐，这次收获了这么多奖
金，更是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太
多惊喜！” (李莉 刘紫悦)

2串1带来惊喜

体育爱好者竞彩揽金1 . 9万

猜扑克，中大奖！新玩法，新
体验！在彩民朋友的热切期盼下，
体彩新高频游戏“快乐扑克 3”于
2 月 22 日在我省正式上市了！上
市首日，“快乐扑克 3”的火爆销
售便席卷齐鲁大地，首次亮相的

“快乐扑克 3”，引来众多新老彩
民来到体彩投注站一试彩运，共
享新玩法上市的欢乐。

为迎接新玩法上市，位于东
营市垦利县东安镇的 11178 投注
站李站长起了个大早，立起大红
的拱门，放起礼炮，站前的小音响
播放着上市喜讯。随后，李站长精
心准备的“快乐扑克 3”有奖竞猜
环节更是为父老乡亲送上幸运
和欢乐，一道道“快乐扑克 3”小
题目，简单好答，现场的彩民踊跃
参与。小小的站前因为“快乐扑克
3”到来，异常热闹。当天第一期销

售开始后，前来“一展身手”体验
新玩法的彩民络绎不绝，李站长
打票、写开奖号码忙的不亦乐乎。

新玩法上市首日，济南 88030

投注站里同样坐满了众多的新
老彩民，他们热烈的讨论着新高
频游戏：“你们看，可以猜花色、买
顺子，又可以包对子、玩豹子，还
可以任选 1-6 个号码，玩起来太
嗨了！”已经熟悉玩法的彩民不时
的给新彩民讲解着“快乐扑克 3”
的规则。热烈讨论之余，大家的投
注热情也很高涨。彩民小李初次
尝试，2 月 22 日第一期就倍投任
选一中了奖，他兴奋地说：“这游
戏太容易上手了，我选中一个就
中奖了！我看呀，不中奖都难！”

同样，对于酷爱体彩高频游
戏又喜欢打拖拉机的烟台铁杆
彩民老王来说，这是期盼已久的

一天。早上 9 点，老王就来到了位
于烟台栖霞汽车站旁边的 06017

投注站，发现早已有熟悉的彩民
等候在店内，大家边聊天边研究
着玩法特点，老王兴奋地说道：

“以后一个人也可以玩扑克牌
了！”据站长说，正式销售首日大
家就迫不及待的争相购买，试试
运气，也享受新玩法带来的乐趣。

伴随着“快乐扑克 3”上市大
吉，新玩法使彩民朋友皆大欢喜，
在全省 17 个地市开始火爆销售。
新高频游戏融合大众扑克精髓，
每天开奖 79 期，趣味性强，简单
易中，诸多优势给彩民朋友们带
来了新鲜的中奖新体验，必将在
齐鲁大地掀起一股“扑克热”，带
领山东彩民嗨翻天的同时尽情
中大奖！

(朱德慧 孟春梅 于丹)

日照绿茶行业观察之———

做做旺旺嘉嘉泰泰··茶茶博博城城，，底底气气从从何何来来？？
科学运营、万组资源、政策

扶持——— 三驾马车共促发展
检验一个市场是否成功的

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市场需
求、是否能够长久兴旺。任何一
个成功的市场都离不开科学的
管理和成熟的运营。

嘉泰·茶博城作为日照市区
两级政府重点项目，不仅得到了
政府政策的关心扶持，更通过各
种科学的运营方式和开发商多
年积累的成功经验，让嘉泰?茶
博城能够获得持久发展、长足兴
旺。

万组经销商联盟合作 铁

定旺场保障
嘉泰·茶博城拥有山东、河

南、河北、江苏等各地上万个经
销商伙伴，形成长期的联盟合
作。

一方面市场帮助商户找客
户、做生意，确保经销商常年稳
定上门进货，商户足不出户就能
把茶叶卖出去。另一方面，有市
场运营支持，商户就有了一把做
生意的保护伞。一个畅通有序的
交易平台，能够有效杜绝以次充
好、打价格战的情况发生，更好
的保护商户利益。

自有专业管理团队 专注

市场后期运营
建造一个成功的市场，不仅

需要有丰富的开发经验，同时必
须拥有专业的运营管理团队，注
重项目后期运营。

嘉泰·茶博城由实力投资开
发商——— 嘉太投资有限公司投
资开发，有着多年的专业市场开
发运作经验，在全国知名城市已
经成功开发多个项目，如上海五
金城、泰兴嘉泰五金机电城、宜
兴嘉华商业广场等。开发商有信
心，同时也有实力做大做强嘉
泰·茶博城。

在市场后期运营中，嘉泰?

茶博城投资数亿元巨额推广基
金，组织上万组经销商联盟合
作，成立行业协会，组织茶企全
国推广。引入先进的“三元一体
化”商业管理模式，即：所有权、
经营权、管理权三权分治为“三
元”，聘请专业管理公司管理，为
进驻商家保驾护航，保障长期持
续的财富增值。

带动城市特色产业发展，各
项政策大力扶持

作为 2014 年日照市和东港
区两级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嘉泰·茶博城被纳入 2014 年
东港区政府重点工作目标，是

2014 年“打造城西商贸圈，促进
商贸物流业集约化、规模化、品
牌化发展”的重点工程项目，我
们相信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嘉
泰·茶博城必将成为日照市一颗
璀璨的明珠，带动整条产业链的
发展，为日照创造绿色 GDP ，成
为鲁东沿海茶叶专业市场的龙
头标杆！

据悉，嘉泰·茶博城营销中
心将于 3 月 1 日盛大开放，届时
将汇聚本土及外省市茶商茶企
亲临现场，欢聚一堂，共话行业
前景。还有机会领取精美礼品，
参与抽大奖。

排列3第14049期中奖号码为：9、0、8。排列5第14049期中奖号码为：9、0、8、9、4。大乐透第14022期中奖号码为前区：03、06、10、16、25,后区：10、11。

体 彩 开 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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