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三三期期《《日日照照楼楼市市图图》》即即将将出出炉炉
详细、全面、准确地反映日照楼盘情况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李
玉涛 ) 随着2014齐鲁春季房展
会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报第三
期日照楼市图也将在周末新鲜
出炉，并将在房展会免费发放，
方便外地消费者了解日照各楼
盘项目情况。

《日照楼市图》是在日照地
图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采编，
详细反映了城市区域环境、整
体规划等综合状况，直接展示
了楼盘地理位置、生活配套等
要素，为老百姓投资、置业提供
最详实、最权威的地产地理资
讯。

2012年和2013年，本报专门
通过山东地图出版社出版了

《日照楼市图》，图文并茂，详

细、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日照楼
盘情况，可谓是“一图在手，选
房无忧。”

去年，本报成功举办了日
照最具投资价值海景房山东
巡展，多家日照本土企业携众
多知名楼盘项目走进泰安、莱
芜、淄博等地，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而《日照楼市图》也跟随巡
展走进了多个内陆城市，作为
重要的宣传媒介，让众多外地
人对日照地产行情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历次巡展中，本报都安
排工作人员专门在现场免费发
放楼市图，进一步扩大日照海
景房在内陆城市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日照楼市图》以其权威实
用的风格，得到了广大消费者
和开发商的广泛认可 ,成为百姓
买房置业的好参谋、好帮手，也
成为了解日照地产和城市化进
程的窗口。

据了解，今年的《日照楼市
图》为第三期，将于周末新鲜出
炉，并在2014齐鲁春季房展会免
费发放。往期《日照楼市图》一
网打尽日照各大房企，发行量
约5万余册。本报将拓展渠道，
加大发行力度，预计第三期楼
市图发行6万余册。

据介绍，第三期楼市图将
专注日照楼市，发布最新楼盘
信息、地产动态和城市地理资
讯。

在本报举办的日照海景房山东巡展中，一位泰安客户详细观看
第二期《日照楼市图》。(资料图)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李玉
涛) 4月19日-20日，“极致人生·
驾驭非凡”——— 保时捷尊享试驾
活动即将在荣安·水木清华开
启。届时，市民不仅可以欣赏到
香车美女，还能试乘试驾保时捷
多款车型。

据了解，此次试驾活动将分
成两大板块，一是保时捷顶级车
展，二是保时捷特约客户试乘试
驾。

“到时候在水木清华门前会

有一个小型的保时捷车展，有车
模助阵。”山东荣安集团相关工
作人员说。

据介绍，根据安排，活动共2

天，分为四场。在D户型样板间内
将有保时捷全套宣传资料、车模
展示，宣传片放映，茶艺表演。19

日为水木清华邀约客户试驾，20

日为保时捷邀约客户试驾。
试驾后，到场观众可参观了解水
木清华项目。

据了解，保时捷的英文车标

采用德国保时捷公司创始人费
迪南德·保时捷的姓氏。图形车
标采用公司所在地斯图加特的
盾 形 市 徽 。 商 标 中 的

“STUTTGART”表明公司总部
位于斯图加特；中央的跃马则象
征保时捷跑车拥有惊人的爆发
力；左上方和右下方是鹿角的图
案，表示斯图加特曾是狩猎的好
地方；右上方和左下方的黄色条
纹代表成熟了的麦子，喻示五谷
丰登，黑色代表肥沃的土地，红

色象征人们的智慧和对大自然
的钟爱。这一切组成了一幅美丽
的田园风景画，象征保时捷辉煌
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

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
捷(大保时捷)于1875年12月3日出
生于波西米亚(原德国境内，现属
捷克)的一个铁匠之家，15岁进入
夜大学习。之后，他一边在电厂
工作，一边在维也纳工学院进
修。22岁那年，保时捷先生设计
了一台安装在汽车轮内的电动

机，以代替当时在汽车上普遍使
用的链条，并因此获得了他的第
一个专利———“混合传动系统”。
1900年，他首创的电动车出现在
巴黎世界工业产品博览会上，他
此后也被人称为“电动车之父”。

此次荣安·水木清华保时捷
试驾会将带来保时捷全系车型，
包括传奇的911跑车、Panamera 4、
Panamera 4S、Cay-man、Boxster。飞
驰吧，带青春回转，让梦想起飞！
VIP体验热线：0633-8089666。

周周末末去去水水木木清清华华试试驾驾保保时时捷捷
多款车型可试驾，靓丽车模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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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的坚守”

幸幸运运彩彩民民喜喜中中大大乐乐透透11448822万万
4月11日上午，超级大乐透

第14040期头奖得主现身天津
体彩中心，领取了1482 . 1万余元
巨奖。

据了解，马先生家住天津
河北区，从1999年体育彩票在
天津上市开始就成为了体彩的
忠实彩民。后来随着玩法增多，
马先生对每一种玩法都有所涉
猎。大乐透刚上市的时候，马先
生也不懂怎么玩，每次都是进
行单式投注。后来，在其他彩民
的建议下，马先生改变了投注
方式，在前区选了6个固定的号
码，后区选了2个号码，组成一
注“6+2”追加的复式票。从此以
后，每期投注号码和投注方式

都不变，一样的8个号码，一样
的复式投注，就这样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坚守着。

4月9日下午，马先生像往
常一样，到02047网点兑奖，投
注“6+2”追加复式票。第二天午
休的时候，马先生随手翻阅报
纸，当看到大乐透开奖信息的
时候，他觉得开奖号码跟自己
平时所选的号码十分相似。但
回头想想，这些年虽然小奖常
中，但最大的也只有3000元，千
万大奖离自己太遥远了。等过
了一个小时，马先生还是想看
看头奖是不是自己中的，便拿
出当期买的彩票对照起来，没
想到这一看，头奖真是自己中

的，不但中了1注追加头奖，还
中了5注追加四等奖，算算奖金
能有1482万多。真的确认自己
中得千万大奖的马先生却表现
得十分平静，他没有在第一时
间把这个激动的消息通知家
人，而是想等到奖金领完后，再
给家人一个巨大的惊喜。

同一组号码，同一种投注
方式，马先生坚守了六年。马先
生认为，购彩中不中奖没有关
系，关键这是一种支持中国公
益事业的途径。中得大奖后，马
先生表示，在以后生活中，他将
帮助身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
人，传递体彩公益情。

(高志力)

22001144年年中中央央彩彩票票公公益益金金
资资助助残残疾疾人人事事业业支支出出预预算算最最高高

财政部近日公布了2014年中
央财政预算，根据公布的相关数
据，今年中央彩票公益金可安排
支出预算数为529 . 78亿元，其中，
中央本级支出327 . 58亿元，对地
方转移支付202 . 2亿元。

2014年安排的中央本级彩票
公益金支出预算中，用于残疾人事
业、文化事业、红十字事业和社会
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预算
显著增加，其中，2014年用于残疾
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预算数
比2013年执行数增加了100 .2%。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最
近五年，我国彩票销量年增长速
度均在18%以上，2011年的彩票年
销量增幅更是高达33 . 3%。随着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们可支配
的用于消费的收入不断增加，彩
民队伍日益壮大，近年来，我国
彩票市场获得了高速发展，彩票
总销量保持了逐年增长的势头。
受益于全国彩票年销量的持续
增长，每年中央收缴入库的彩票
公益金数额也稳步增加。考虑到
彩票年销量持续增长这一因素，

财政部每年中央财政预算中关
于中央彩票公益金的收入预算
数，都会依据上一年度中央彩票
公益金收入执行数，预算一定的
增长比例。
相应增加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

根据《2014年中央政府性基金
收入预算表》，今年中央彩票公益
金收入预算数为468 .36亿元，比2013

年执行数425 . 78亿元增加42 . 58亿
元，增长10%。财政部在《关于2014年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说明》中表
示，主要是预计2014年彩票市场销

售量继续增长，相应增加彩票公益
金收入预算。

同时，这也是财政部自2012

年以来，连续第三年将中央彩票
公益金预算收入数比上一年执
行数增加比例定为10%。2010年中
央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数比2009

年收入执行数增长1 . 7%，2011年
中央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数比
2 0 1 0年收入执行数增长5 . 6%，
2012年至2014年每年中央彩票公
益金收入预算数均比上一年收
入执行数增长10%。

残疾人事业支出预算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安

排的中央本级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出预算中，用于残疾人事业的
彩票公益金支出预算数最多，高
达8 . 31亿元，比2013年执行数4 . 15

亿元增加了100 . 2%。另外，用于文
化事业、红十字事业和社会福利
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预算也
显著增加。相比之下，2014年中央
本级彩票公益金用于农村医疗
救助、法律援助的预算数与
2013年执行数一样。

更 多 信 息
请 扫 描 二
维码，关注
日 照 体 彩
官方微信。

排列3第14096期中奖号码为：2、1、6。 排列5第14096期中奖号码为：2、1、6、4、3。 大乐透第14042期中奖号码为前区：16、21、25、27、35,后区：06、11。体彩开奖公告


	RD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