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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昌润·莲城北区瑞荷
园7#、9#楼在万众瞩目之下盛大开
盘，当天近500余客户到达现场选
房，当天成功选房的客户可享六重
优惠，现场人气十分火爆，截至当天
下午最终成交143套。

本次开盘的7、9号楼以96㎡舒
适两居、110-142㎡的紧凑和舒适三
居为主，均为市场上畅销户型。其中
112㎡左右三室两厅两卫几近售罄，

仅高层的少数房源剩余。该面积户
型也是7#、9#楼的主打户型，很多
业主都是奔着这种即实用也比较舒
适的户型而来。而这两栋楼的价格
也比较实惠，以7#楼的6层一套110
㎡的三室两厅两卫为例，单价5492
元/.㎡，在几重优惠叠加以后，成交
价才4900元/㎡多一点，总价55万就
可以拥有一套品质湖居学区房，您
还在等什么呢？

瑞荷园作为聊城首家绿色二星
级认证社区，采用了多种建筑新标
准和新科技，再加上其地理位置
和 景 观 都 注 定 了 小 区 的 居 住 品
质。瑞荷园的智能化系统给您提
供了生活中的诸多便利；瑞荷园
的新风系统在雾霾天给您一处干
净的家。小区内巨资引进的北京
银座双语幼儿园，让您的孩子在
小区内可安心无忧的学习、成长，
项目周边还有小学，中学等教育
配套，让您在家门口，轻松享受一
站式教育资源。

客户的追捧和市场的赞誉，再
次印证了昌润莲城的国企实力。中
央城·全生活的的价值再一次得到
客户和市场的认可。

据悉，自4月27日起，认筹期的
“一万抵三万”调整为“一万抵两万
五”，开盘季的其他优惠暂时保留至
月底，希望看好昌润莲城的客户尽
快出手，抢到自己心仪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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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一新的大剧院几乎座无虚席，首次迎客。

上午8:00，前期认筹客户在市民文化中心大厅处签到，领取号牌，随
后进入等候区休息。

“将产品创新与消费者需求相
结合，打造更加舒适便捷的生活体
验，这是三星一直在做的事。现在，
我们不仅要升级消费者的生活方
式，更要为他们带来创新独特的家
电购物体验。”三星电子大中华区
生活家电营销总裁谢辉在不久前
结束的上海家电博览会上做出如
上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三星“敞开
式家居”已于近日落户北京大中电

器中塔店。
近年来，“终端为王”的观念备

受家电企业重视，但记者走访家电
卖场后发现，传统的零售终端销售
方式仍是将家电产品平铺摆放，面
对种类繁多的品类，消费者通常无
从选择。与传统零售终端的销售方
式不同，三星“敞开式家居”创新地
将多媒体互动、家庭场景以及产品
陈列相结合，不仅给消费者带来身

临其境的家电购物体验，还增强了
与消费者的互动交流。

“‘敞开式家居’建成后，很多
消费者都被这种创新的体验方式
所吸引，根据消费者的选购需求，
我们会在屏幕上选定不同产品，将
核心功能、具体参数、家居场景等
进行展示。这种前所未有的互动形
式，不仅大大提升了消费者在选购
家电时的乐趣，而且还能够帮助消

费者迅速选购到一款满意的产
品。”据卖场导购人员介绍，自“敞
开式家居”建成后，三星全系洗衣
机、冰箱、空气净化器等产品的销
量均得到大幅提升。

“消费市场愈发成熟，人们的生
活方式不断改变，而三星‘敞开式家
居’的出现，不仅给消费者带来独特
的家电购物体验，而且也实现了对
零售终端的颠覆式创新。从这点来

看，三星再度走在了整个行业的前
列。”家电行业观察家如是评价道。

家电零售终端迎来颠覆式创新！
——— 三星“敞开式家居”落户大中电器

注意力不集中在医学上称
为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症，英文
简称为“ADHD”，是一种常见的
儿童行为异常疾病，就是狭义的
多动症。经医学和心理学部门统
计结果显示，它排在我国中小学
生十大心理疾病的首位，发病者
以剖腹产和独生子女居多，男女

发病比例为4比1。
儿童注意力不集中不但不

会随着年龄增长好转，而且会对
孩子产生很大的危害，如果得不
到及时的治疗就会造成品行障
碍、学习障碍，并且可能留下后
遗症：心理自卑、性格孤僻、工作
困难！

这种病对孩子的学习造成
的影响最为明显，对学龄期的孩
子影响巨大，如果不及时进行改
善或纠正，将耽误孩子学习文化
知识的黄金时间，影响将来升学
和就业，影响孩子一生！

通过权威测试，学龄儿童的
学习成绩和注意力水平是成正

比的，注意力不集中是儿童“高
智商，低分数”的罪魁祸首！

注意力不集中的发病原因
一般为1、生理因素(如剖腹产)；
2、爬行不足；3、环境因素(如吃
零食)；4、家长教养态度和外界
压力；5、过度看电视玩电脑等
等。

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聪明
伶俐，成绩低下；做作业慢，边
做边玩；上课听讲，心不在焉；
平时会做，考试做错；能说会
道，丢三落四；思想超前，行为
幼稚；被动学习，不求上进；沉
迷电视，游戏成瘾；咨询电话
0635-8265809

注注意意力力不不集集中中的的孩孩子子危危险险了了

本本报报相相亲亲会会报报名名进进入入倒倒计计时时
优质单身青年扎堆报名，目前人数已突破五百

本报聊城4月27日讯(记者
邹俊美 ) 本次相亲会报名

已进入倒计时，很多单身青年
扎堆报名，目前已突破五百
人。据统计，此次报名的单身
青年中，多是高学历，本科以
上占80%，也不乏研究生、博
士，大多在市直机关单位工
作。

27日，医院的医生扎堆来
报名，一天就报了20位，大多
数是研究生学历，且择偶要求
都不是很苛刻。一位女医生
说，缘分说不清道不明，不想
用条条框框卡住缘分，所以不
提任何要求，还是随缘吧。在
医院工作接触的负面情绪太
多，希望回家能有一个轻松惬

意的氛围。
27日中午，五六位中学女

教师组团来报名。“我们学校
已经有8位来报名，我们看到
团委消息后，结伴来了，一个
人报名不好意思。”为了把个
人简介写得更吸引人，几个女
教师费了不少劲。一位姑娘
说，万一现场发现意中人，同
伴就可帮忙去问一下情况，不
至于一个人不好意思上前搭
讪。

记者注意到，女会员报名
登记时，对婚房有要求的很少,
六成以上的姑娘选择不填。

“其实男孩子有上进心、有能
力最重要。”一位给女儿报名
的母亲说。

很多姑娘报名时的择偶
标准是很现实,但并非如社会
上传言“非高富帅不嫁”。除了
对婚房、车没有明确要求外,对
身高的要求也并非如网络传
闻中“175cm以下不予考虑”。

“真诚不虚伪 ,热情不冷淡 ,认
真不欺骗。”一位身高168cm的
女医生不仅对男方有无婚房
没有要求,对男方身高也只要
求超过171cm就可以。

报名截止时间：4月29日。
现场活动时间：5月1日--

3日，连续3天。
活动地点：恒大名都售楼

处。
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来

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聊

城市兴华西路与向阳路路口
西北角 ) ,市内乘 4路、2 6路、
3 4 5路到古楼办事处下车即
可。微信报名，微信添加微信
号:qlwbjrlc，直接点击相亲报
名填写个人信息提交就可以
了 。Q Q 群 ，Q Q 添 加 群
243510986，在群文件里下载
相亲报名表，填写报名表后，
发给群主。如果有不明白的欢
迎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
15166567770。

温馨提示：相亲会报名不
收取任何费用，但需出示身份
证，提供1张5寸或7寸个人靓
照(最好是电子版)。如亲友代
报名,则需要提供报名者的相
关信息和代报名者身份证。

本报聊城4月27日讯(记者
邹俊美 ) 由本报联合共青

团聊城市委、恒大名都主办的
“五一”大型公益相亲会，即将
在“五一”小长假和大家见面，
届时热闹的游戏、诱人的美
食、别开生面的乐队表演让你
享受别样小长假，去相亲会，
你不仅能寻觅良缘还有精美
礼品相送。

参加过本报相亲会的人
一定对本报推出的传统经典
相亲环节记忆犹新，此次依
然保留心动就贴、8分钟约会

等经典相亲方式。心动就贴
是主办方为每一位会员制作
相亲卡，悬挂起来，相亲者看
到心动的人，用便签写上自
己的联系方式，贴到对方相
亲卡上。8分钟约会是男女双
方面对面坐下，每8分钟后，
组织者会按铃，女士不动，男
士按号码移动到下一个交谈
对象的桌子旁，开始另外8分
钟的谈话。往届相亲会上，很
多单身男女通过 8分钟约会
留下电话，一个电话带来一
份良缘。

本届相亲会特别增添如
真心话大冒险、气球寻宝、魅
力秀场等一系列活动，让单身
青年们在游戏中增进对彼此
的了解。同时，来相亲会不仅
能看乐队现场演绎，主办方还
为活动精心准备了可口美食
与精美礼品。此外，现场还增
加多场互动节目,为单身男女
们提供更多接触机会。本次相
亲会无论是在氛围营造还是
相亲方式都有了创新。我们这
么用心的打造，报上名的亲们
一定要来哦！

“五一”小长假来一次寻爱之旅吧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是一位

25岁的公务员，小伙身高183cm，
知名公安大学毕业。符合他择偶
要求的可拨打电话15166567770。

小伙长相端正 ,房子已经
购买，明年就能交房，有一部
十几万元钱的车。他想找个教
师、医生或自己做生意的都可
以，“主要看人。”小伙说，最好
不要太大脾气，“不是我不包
容，主要是两人过日子，如果
老吵架就不好了。”从小伙说
话中能看出他性格比较沉稳。

记者 邹俊美

公务员“小鲜肉”
在相亲会上等你

优秀会员信息选登

为方便单身朋友报名，本次相
亲会推出微信报,微信扫描上面的二
维码或登录微信搜索公众号qlwbjrlc,

关注后,点击页面的下方的相亲会报
名即可。页面点开后,上有本次相亲
会简介,请单身朋友仔细阅读,认真
填写个人信息,填好的信息提交后会
发送到313677037@qq.com。

记者 邹俊美

扫微信就能报名了

此次相亲会本报建了相亲
群，群号243510986，欢迎单身青年
加入。在市直企事业单位工作的
单身朋友，欢迎加入企事业单位
相亲群，群号452612806，加入时附
加消息写上工作单位。

建群的目的是让不擅长现场
相亲的单身朋友,有更多了解机会。
此外，相亲会结束后，群主还会为
优秀单身朋友在群里征婚，发布个
人资料及择偶要求，有意向的可直
接联系群主索要联系方式。群主表
示会不遗余力地为群友撮合,促成
美满良缘。 记者 邹俊美

欢迎单身男女

加入相亲QQ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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