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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X代言人盛大招募 聚焦全城目

光

由泰安万达广场主办，泰安市广电、齐

鲁晚报等协办的“我的万达IMAX我代言暨

泰安万达IMAX影城代言人招募“活动报名

自昨日开始以来，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

欢迎，众多网友纷纷在微信留言，咨询活动

细节；报名办公室的电话此起彼伏；大家均

为活动及将来可以在泰安看到IMAX影音

大片充满了期待，据初步统计，至截稿以

来，共有50余人通过电话等各种形式参与

报名。你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参与报名，加

入到我们的活动中来，开启你的梦想之旅。

报名时间：3 . 12-3 . 21

报名条件：不限年龄，只要热爱电影/

有实现作为一名演员的梦想,均可报名参加

报名方式：

1 .现场报名：泰安万达广场营销中心

(泰山大街与迎胜路交汇处西500米)

2 .电话报名：0538-5368062 0538-

2117599 0538-2102899

加入报名，丰厚奖品等你来拿！

活动奖项：

1 .丰厚现金大奖

2 .泰安万达IMAX百年卡

3 .泰安万达IMAX首年任意看

4 .获选代言人形象照片将被镶嵌于泰

安万达IMAX照片墙中

5 .参与泰安万达广场微电影拍摄

6 .成为泰安万达IMAX会员

7 .免费体验济南万达IMAX大片

8 .《大众电影》杂志全年免费订阅权

9 .获得购房最低折扣

赛事流程及比赛细则

1、海选初赛阶段(选出80强选手)：3月22

日

自我介绍；简单介绍一部自己喜爱的

电影；T台走秀。

2、复赛阶段(80进30选拔赛)：3月28日

参赛感言；命题表演或影片片段配音

二选一；T台走秀；才艺展示。

3、复赛阶段(30进10选拔赛)：4月5日

参赛感言；命题小品；才艺展示。

4、决赛及颁奖：4月30日

十强选手开场舞；自我介绍；走秀；主

题故事；才艺展示；电影模仿表演。

超高规格代言人选拔 开启你的梦想

之旅

活动由泰安广播电视台、泰安日报、泰

山晚报、齐鲁晚报、泰安广播电台、百度、新

浪泰安站、中华泰山网、大众网、房产新干

线、泰安房地产网、摄影之家网站等媒体全

程跟踪报道，并开通网上投票和微信客户

端投票，活动将由由泰安市音乐家协会、电

影公司、泰安艺术馆等机构专家及大众评

委现场评选，结合网络票选，共同产生泰安

万达IMAX代言人。

2015年商业中心开业，繁华绽放

2015年8月，泰安万达广场商业中心即

将盛大开启，届时众多国际一线品牌商家

入驻泰城，人潮钱潮涌动，繁华生活触手可

及。除此之外，物业价值更是急速增值，抢

在开业前购买，享多倍财富收益。

5#SOHO，40—60平米国际精装公寓，

全城认筹

万达·克拉公寓，商业中心之上，泰城

绝无仅有。40—60平米精装奢华公寓，宜商

宜居，泰城最佳投资利器，全城认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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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爱亲杯”阳光宝贝选拔即日起报名

家家有有萌萌宝宝 快快来来晒晒照照片片赢赢大大奖奖
本报泰安3月15日讯(记者

薛瑞) 本报联合爱亲母婴生活
馆推出的“爱亲杯”阳光宝贝选
拔大赛开始报名啦！凡0-6周岁
宝贝都可参与。参赛宝贝除了能
获得丰厚大奖，还有机会将照片
刊登在报纸上。

每个宝贝都是父母的心头
肉，是父母一辈子的骄傲，齐鲁
晚报《今日泰山》联合爱亲母婴
生活馆，特别策划推出“爱亲杯”
阳光宝贝选拔大赛，为的就是给
您搭建一个平台“秀”出自家宝
贝，在他们最无忧无虑的年纪为
他们留下一份珍贵记忆。

本次活动报名时间为3月16

日至4月6日，不收取任何报名费
用。凡0-6周岁宝贝都可报名参
加本次比赛，父母需要为其上传
一张生活写真照片，要求内容健
康，贴近生活，图片清晰。报名时
所填信息必须是照片中宝宝的
真实姓名和家长手机号。家长也
可以为宝贝录制一小段视频发
给我们，本报将微信制作专属二
维码刊登在报纸上。

具体报名方式：①微信扫码
报名：使用手机微信客户端扫描
右侧二维码进入报名窗口，按提
示要求填写报名信息。②微信公
众号报名：使用手机微信客户端
添加“关注”齐鲁晚报今日泰山

官方微信(微信号：qlwbjrts)进入
公众平台，在页面导航“读者服
务”区找到“阳光宝贝报名”，点
击进入报名窗口，按提示要求填
写信息。③幼儿园报名：按照幼
儿园老师要求提交宝贝电子照
片和家长联系方式。

活动设置了丰厚奖品，最终
将评出阳光宝贝1名，奖品为苹
果ipad mini一部+获奖证书；活
力宝贝4名，奖品为儿童电动汽
车一台+获奖证书；非常宝贝15

名，奖品为价值398元的游泳卡
一张(每张可用于游泳12次)+获
奖证书；魅力宝贝30名，奖品为
托马斯玩具或芭比娃娃玩具任

选一套+获奖证书；梦想宝贝500

名，奖品为宝宝指甲套盒一盒+

奖状；另外还有参与奖若干名，
并有精美礼品赠送。

参赛宝贝还有机会将获奖
照片刊登在本报阳光宝贝评选
栏目中，同时优先加入本报亲子
团(QQ群群号：263689394)，免费
参加本报组织的亲子活动，并有
机会将自己的绘画作品、摄影作
品等刊登到齐鲁晚报《今日泰
山》版块。

组织活动的幼儿园，则将进
入本报“组织参与奖”评选，特设
金奖2名、银奖8名、优秀组织奖
若干名，获奖幼儿园除获得本报

颁发的奖牌之外，还将获得精美
礼品一份。本报还将在报纸开设
专栏，对幼儿园推荐报名情况进
行追踪报道。

3月23日至4月13日为活动投
票阶段，届时本报将开通网络、
短信、微信、电话等多种投票窗
口，参赛宝贝所有奖项将根据最
终投票数、报名照片展示内容及
照片寄语等
予 以 确 定 。
活动咨询电
话 ：0 5 3 8 -
6982110。

本报泰安3月15日讯(记者
路伟) 省食药监局开展“五

毛零食”专项监督抽检，抽检
结果于13日公布，共发现17批
次样品不合格，不合格产品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食品添加剂
超标。其中，泰安4批次产品存
在问题。

13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公布今年第五期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告。为了保
障我省中小学生食品消费安
全，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近期开展了“五毛零食”专
项监督抽检，本次专项监督抽
检在济南、淄博、东营、潍坊、
泰安、德州6市的食品批发市
场和农村学校周边食品店抽
样，共抽检糖果制品、方便食
品、膨化食品、豆制品4个品
种、149批次。经检验，发现17批

次样品不合格，抽检合格率为
88 . 6%。本次监督抽检不合格
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食品
添加剂超标。

17批次不合格产品中，有
1 3批次方便食品色素、甜味
剂、防腐剂超标。本次抽检方
便食品共38批次，其中13批次
样 品 不 合 格 ，合 格 率 仅 为
65 . 8%。不合格项目为合成色
素 (柠檬黄、日落黄 )、甜味剂
(安赛蜜、甜蜜素、糖精钠)、防
腐剂(苯甲酸)。合成色素中的
偶氮类化合物积累体内具有
致癌作用或引起肿瘤，许多食
用合成色素除本身或其代谢
物有毒外，在生产过程中还可
能混入砷和铅，造成重金属超
标。长期过度食用甜味剂超标
的食品，会对人体肝脏和神经
系统造成危害，特别是对代谢

排毒能力较弱的老人、孕妇、
小孩危害更明显。长期食用防
腐剂超标食品，在一定程度上
会抑制骨骼生长，危害肾、肝
脏的健康。

2批次膨化食品安赛蜜和
铝超标。本次抽检膨化食品共
37批次，2批次产品分别检出
安赛蜜和铝(GB2760规定膨化
食品 不 得 检 出 ) ，合 格 率 为
94 . 6%。铝是一种对人体健康
有害的元素，可在人体内蓄积
并产生慢性毒性，过量摄入会
影响细胞的正常代谢 ,诱发老
年性痴呆。

2批次豆制品防腐剂和色
素超标。本次抽检豆制品共37

批次，2批次产品不合格，合格
率为94 . 6%。

记者从监督抽检不合格
名单中看到，泰安共有4批次

产品不合格。泰山区东更道华
伟副食经营部薯我第1(调味面
制品)检出柠檬黄；菊花片(调
味面制品 )检出柠檬黄、日落
赛，安赛蜜超标；红油馍片(方
便食品)检出甜蜜素(以环己基
氨基磺酸计 )。泰山区东更道
万兴商店销售的孔府五香豆
腐干检出柠檬黄和日落黄。

对监督抽检不合格“五毛
零食”及其生产经营企业，山
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
要求相关市级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依法组织查处，并加强对
相关场所的日常管理和监督
检查力度，提高经营者的质量
意识，督促经营单位加强进货
查验，及时发现和有效处置问
题食品。

本报泰安3月15日讯(记者
路伟) 过去几天，泰城天气

晴朗，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欣赏
春光。不过，预计从17日起，泰
安或将迎来一场春雨，不过气
温不会出现明显波动。

15日，泰城的天气依旧晴
朗，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带着家
人出门享受春光。“这周末天

挺好，带孩子出来放放风筝。”
在泰山广场，市民张先生说
道。

随着逐渐回暖，市民脱去
厚厚冬装，换上轻便的春装。
不过，受连日来不利气象条件
影响，泰安的空气能见度并不
高。15日上午8点30分，省环保
厅官方微博发布当天十七城

市能见度排名，泰安能见度为
4 . 8千米，居全省第7位。

从泰安市气象台了解到，
晴朗的天气预计从17日开始
要告一段落，泰安或将迎来一
场雨，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
气温方面，16日，泰安最高气
温达到21℃，此次降雨对泰安
的气温影响不是特别明显。

未来三天具体天气预报
为，15日夜间到16日，多云，南
风3 - 4级阵风5级，最低气温
8℃左右。17日，多云转阴，局
部有小雨，南风转北风3-4级，
最低气温10℃左右。18日，阴
有小雨转多云，北风3级左右，
最低气温8℃左右。

今今日日最最高高2211℃℃，，明明起起或或迎迎雨雨
预报17日、18日有小雨，但气温不会明显下降

省食药局公布食品安全抽检结果，合格率为88 . 6%

泰泰安安四四批批次次““五五毛毛零零食食””不不合合格格
本报泰安3月15日讯(记者 王

世腾) 15日，为期40天的2015年春
运圆满落下帷幕。全市道路客运共
安全运送旅客193 . 06万人次，较往
年下降11 . 41%。人数下降主要是因
为2015年春节时间较晚，学生流在
春运正式启动之前已启动，提前分
流。

15日，为期40天的2015年春运
圆满落下帷幕。期间，泰安道路旅客
运输累计投放客车8 . 07万辆，开行
班次12 . 8万个，加班615台次，包车
2165台次，安全运送旅客193 . 06万人
次，比去年同期统计数下降11 . 41%。
全市春运期间无旅客滞留现象、无
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无大的旅客投
诉情况，道路运输系统呈现平稳态
势。

今年春运道路旅客运输量较
往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创历史新
低，主要是因为2015年春节时间较
晚，学生流在春运正式启动之前已
启动，提前得到分流，错开客流高
峰。根据了解泰安各大中专院校的
放假时间在1月26日左右，2月4日
之前学生流已基本结束。另受国家
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影响，部分生
产企业用工量减少，同时企业提早
放假，务工流提前返乡。小型客车
免收通行费，选择私家车出行的旅
客数量剧增。航空更加快捷的速
度、全面的宣传和亲民的优惠价格
都给道路旅客运输带来极大的竞
争压力。

此外，为着力推进公益事业发
展，泰安积极推行农村客运线路公
交化改造，2014年以来泰城两区(泰
山区、岱岳区 )先后开通了 J 2 0 1、
J202、J301等多条公交线路，期间退
出农村客运班线19条，客车65部，全
市退出车辆100余部。

春运昨日落幕
送客同比降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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