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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秋风起，蟹脚痒。每年一进入
秋天，是大闸蟹出笼之时。就在众
多的大闸蟹品牌鏖战中秋市场
时，“蟹都汇”大闸蟹却一枝独秀，
人气始终不减，粉丝遍地。究其原
因，在进入泰安的5年时间里，正
是“蟹都汇”一直靠实力说话，最
终赢得了市场。

讲口碑：
至上品质“鲜”名远扬

一位对大闸蟹情有独钟的友
人这样对记者说：“吃了好多大闸
蟹，为什么单单‘蟹都汇’的大闸
蟹味道鲜美，让人留恋呢？”可以
看出，在众多泰安人的心中，已然
将“大闸蟹”与“蟹都汇”画上了等
号！

“蟹都汇”大闸蟹全国连锁机
构，秉承品质就是生命的产品观，
在“拒绝以次充好、短斤缺两、欺
瞒客户”的诚信销售中，终结了泰
安大闸蟹市场的混乱局面，实现
了曾一度懵懂的好蟹者们既要经
济实惠，又要美味正宗的大闸蟹
选购心愿。在中国远离湖区的近

300多家“蟹都汇”专卖店所到之
地，“蟹都汇”成了消费者选购大
闸蟹的一个标杆。

拼实力：
完善服务展示品牌价值

“蟹都汇”打破行业中“只做
某湖区大闸蟹”的空泛概念，在

“只为提供真正好蟹”的经营理
念中，采用“全程可追踪系统”，
每年大闸蟹捕捞期，选蟹采用

“两杠一星”的外贸选蟹标准，确
保每一只大闸蟹的品质都万无
一失。

同时，“蟹都汇”凭借遍布全
国的近 3 0 0多家专卖店，实现了

“蟹都汇”精美的大闸蟹礼券 (蟹
票 )可在全国任何一个“蟹都汇”

专卖店换取鲜蟹的“全国通”模
式，配合凭蟹票也可快递上门的
完美服务。点点滴滴，无不体现
了“蟹都汇”作为大闸蟹专营机
构的专业与高品质。“蟹都汇”精
美礼券面值分别为380元、600元、
1000元、2000元、3000元。礼券采
用进口艺术纸精心印刷制作，配
有精美的包装盒，精致体面，用
于送人真是不错的选择。采访中
记者注意到，前来购买蟹票者，
当福利发给员工、当礼物赠送亲
友是主要的用途。临近中秋，“蟹
都汇”大闸蟹再度成为泰安市民
的念想——— 期待黄肥膏鲜，品质
五年如一的“蟹都汇”大闸蟹！

电话：6618558，地址：擂鼓石
大街中段路南 (望岳花园门口 )巨
鼎酒店对面、门头(蟹都汇大闸蟹)

谁谁让让泰泰安安人人爱爱上上了了大大闸闸蟹蟹？？

房源和户型图都列仔细，并且实时更新

首首日日114499个个家家庭庭选选到到满满意意经经适适房房
樊代明院士
助力宁阳决策

本报泰安8月19日讯(记者
王世腾) 16日至17日，中国工程
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应邀来宁
阳县考察消化系统疾病情况暨
举办学术报告，并与宁阳县政府
签订合作协议，担任宁阳县消化
系统疾病预防和治疗首席专家，
将在未来三年内为宁阳县开展
决策咨询，并提供技术指导帮
扶，推动重点学科建设等工作。

据了解，樊代明是世界消化
系统疾病领域的顶尖专家，现任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美国医学科
学院院士、西京消化病医院院
长、肿瘤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
任，国家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国家973项目首席科
学家。曾任第四军医大学校长、
中华消化学会主任委员、2013年
世界消化病大会主席，为促进我
国消化病学的发展，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健康水平做出了重大贡
献。

近年来，宁阳县围绕重点产
业重点领域发展需求，不断加大
引才力度，通过实施海外高层次
人才“331”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
人才21人，6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创
办企业11家，积极谋求中国工程
院高端人才和高端技术支持，共
引进院士15人、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12人、泰山学者特聘专
家4人，全县建成市级以上科研平
台74家，其中博士后科研工作站4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17家，市级以
上企业技术中心27家。

本报泰安8月19日讯(见习记
者 杨思华 通讯员 阴红星)

19日起，泰安市第七批保障房
经济适用住房选房工作正式启
动。已领取选房通知书并实地看
房的经济适用住房申购家庭，按
照前期公开摇号摇中的选房顺
序，在建设大厦4楼会议室进行
自主选房。首日149户家庭选到
满意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选房工
作将截至8月24日上午。

19日早上8时，陆续有领取
到选房通知书的经济适用住房
申购家庭来到建设大厦4楼等
候选房，选房会场外的候选厅
一侧公示了房源列表和房屋户
型图，很多等待选房的家庭仔
细看着房源信息，并讨论着选
哪一套。

在选房会场内，同样设置了
房源列表和户型图，几位工作人
员在叫号。10个申购家庭为一
组，经过资格审核后进入选房会
场内，等待工作人员依次叫号选
房。被叫号的家庭再次经过审核
后选房、签字。选房过程中，工作
人员会及时更新场内外房源列
表，将选中的房号标红，提醒候
选者选择其他房源。

按照选房规定，选房人自开
始选房至作出选房决定、签订

《选房结果确认书》的时间限定
为5分钟。迟到的选房家庭，排在
到场当日选房家庭的末尾选房。

据泰安市房产管理局保障
性住房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本次保障房经济适用住房

房源位于惠普家园东区、惠普
家园西区、惠普家园南区和惠
丰园小区。

据了解，选房首日，除1户家
庭未到场选房外，149户家庭成
功选择了自己满意的房子。选房
家庭选定房源后，须在2014年9月
10日-20日凭身份证、住房保障资

格证、选房确认书、缴纳首付款
证明等材料到建设大厦四楼会
议室签订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合
同、缴纳房款。不在规定时间内
签订购房合同的，该选房家庭所
选经济适用住房视为放弃。

经了解，经济适用住房选
房工作8月24日结束。

本报泰安8月19日讯(见
习记者 杨思华) 19日，在
建设大厦 4楼，不少家庭在
选房会场外等候。李女士排
到100多号，按顺序是排到下
午，她特地请了假，早早来
等候选房。

19日上午，李女士在选
房会场外一遍遍看着不断

更新的房源信息，不时拨打
电话交流。“我对象去市场
打工了，不舍得等一整天，
我先来看看，他下午再来。”
李女士挂掉电话后说。

李 女 士 说 ，她 学 历 不
高 ，结 婚 后 一 直 在 家 看 孩
子，后来丈夫下岗，两人不
得不为了生计重新考虑。现

在丈夫打零工，自己在一家
餐馆帮忙。“现在孩子上大
学花费高，我们挣得根本不
够花，家里还有个老人，一
家四口挤在租的小房子里，
不管大小，还是自己的房子
舒心。”

“领了选房通知书以后
这几天我都睡不好，一直盼

着能早点选房子，到时候心
里就踏实了，今天特地跟老
板请假来的。”李女士说，家
人已经想好了要选哪套房
子，但是担心想选的房子被
选走，一大早就来等着。“我
们都已经看过房了，想要个
面积稍微大点的，毕竟好几
口人住。”

一女士下午才该选房，上午就过来等———

早早点点选选好好房房子子，，心心里里就就踏踏实实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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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8月19日讯(见
习记者 杨思华) “租了9年
房子，以后可有自己的房子
了。”19日，在建设大厦四楼
会议室选房会场内，常年租
房的丁先生笑着说。

“这个地下室面积有点
小，咱们的电动车，还有些零
零散散的东西都得往里放，
不如要个地下室稍大点的。”
19日上午，在建设大厦选房
会场内，丁先生和妻子还有

孩子坐在一起，不时讨论着
房源的具体情况。

虽然进入选房会场内
时，工作人员已经审核过证
件，看着工作人员不时在房
源列表上标注其他家庭选中
的房源，丁先生还是打开手
里的证件仔细翻了翻，又使
劲攥在了手里。

丁先生告诉记者，他家
里条件不好，很早就去部队
当兵，退役后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工作，一直给人打零工，
到现在已经租了9年房，能有
套自己的房子，一直是一家
人的梦想。“结婚以后因为没
房子，一直租房住，我们俩大
人平时就打零工，我一个月
才挣2000来块钱，主要用在
房租和孩子上学上，孩子妈
妈打工，专供家里吃喝，俩人
一年到头存不下钱。现在孩
子快上初中了，我们也想孩
子能在泰安市区上学，毕竟

市里教学条件更好。”
选房只有短短几分钟，

选房后工作人员念出他选的
房号，在拿到《选房结果确认
书》签字时，他的手不禁微微
发抖。丁先生说，他们一直不
敢相信自己很快就有房住
了，直到拿到签完字的《选房
结果确认书》，才相信都是真
的。“我没工作，没存款，没房
子，典型的‘三无人口’，现在
终于有房子了。”

租房9年，终于要有自己的家———

选选房房签签字字时时，，他他的的手手一一直直抖抖

选房人丁先生（右）核对信息。 本报见习记者 杨思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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