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日，为响应淄博市争创省级食
品安全城市的号召，银座淄博区域特
邀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宋振亮队长
为12家门店店总、食品安全管理员、
农残检测员进行了食品安全专题培
训。

培训中宋队长讲解了《商场食品
安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参考标准》、

《食品流通单位自律十项制度》，现场
演示了农残检测、瘦肉精检测操作流
程，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参观了食品
药品投诉处理现场、假冒伪劣商品陈
列室。

此次培训密切了与职能部门之
间的联系，进一步提升了商场食品安
全管理水平。区域将继续严把商品质
量关，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放心的
购物环境。 (周翔宇)

淄博银座12家门店：

诚邀食药局开展

食品安全专题培训

看营销中心倾城绽放，坐
直升飞机鸟瞰淄博。10日，明发
世贸中心营销中心倾城绽放。

人气火爆好评如潮

营销中心盛大开场

红毯铺地，彩旗飞扬，位于
张店上海路与人民路交会处的
明发世贸中心一片喜气洋洋。
不到上午8点，现场就已经有迫
不及待的客户到达开始签到
了，好不热闹！

上午9点半，营销中心开放
仪式正式开始。明发集团(淄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徐
玉轩、明发集团(淄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兆贵，
北京维思达营销策划机构总经
理刘威出席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徐总首先致
辞，深入讲述了明发集团的品
牌荣誉、发展历程以及项目愿
景。北京维思达营销策划机构
总经理刘威以深入浅出的语
言，以“梦想”和“家”为主题，
给媒体和客户讲述了未来在
明发世贸中心的生活理念和
前景。

最后，明发集团淄博公司
徐总、明发集团淄博公司安总、
北京维思达刘总共同启动启动
球，明发世贸中心营销中心正
式启动！

坐直升机鸟瞰淄博

冲天豪气明发底气

上午10点，终于到了乘坐
直升机的环节。现场幸运客户
来到候机区，一架崭新的R44直
升机映入眼帘。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幸
运市民们纷纷登机。随着机翼
的盘旋，直升机缓缓升空了。

市民李先生乘坐直升机后
感慨的说，这是第一次坐飞机，
在空中看房，比较直观的了解
到了楼盘，更看到了淄博新区
的全貌，这个活动太好了。

“没想到自己也能一飞冲
天，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这
更证明了楼盘的实力、底气和
创意，给他们点个赞！”

“我们策划组织这个活动
就是为了让市民能够换个角度
看淄博，为了更好地展示项目
的优势，现场客户的评价非常
好，对项目的品牌和推广都有
重要意义。”北京维思达营销策
划机构相关负责人说。

中轴核心全维配套

团购报名抢到赚到

明发世贸中心由明发集团
投资开发，明发集团1994年成

立，2009年香港上市，运营22年，
已经在全国20个城市成功打造
40个项目，是全国房地产百强
企业。

可以中轴，何必将就。明发
世贸中心选址淄博新区中轴线，
打造85万方城市综合体。项目位
居金融中心核心位置，北侧为文
化中心、休闲中心，南侧为体育
中心，真正荟萃一城繁华。

明发世贸中心周边市实验
幼儿园、齐悦小学、新区实验中
学、市中心医院西院区、新区水
系公园、体育场、大型购物商场
等配套齐全，创领淄博全优醉
生活。汇聚90—106m2两室婚房，
117-145m2经典三室，189m2奢侈
四室，多种户型，奢侈配套、刚
需价格，2016年买房的好机会。
目前明发世贸中心1万抵3万团
购报名火热进行中，抢到即赚
到。

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
西路与上海路交会处

我即中心 鸟瞰淄博

明明发发世世贸贸中中心心营营销销中中心心倾倾城城绽绽放放

清明小长假期间,张店“齐悦
花园智能机器人体验展”在齐悦
花园营销中心盛大启幕！吸引逾
千人参与参观,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人气火爆。
此次智能科技展邀请了专业

的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让孩子
和家长零距离体验各类机器人的
精彩表演，让小朋友们尽情感受
现代科技改变生活的无限魅力。
同时齐悦花园售楼处工作人员也
贴心准备了水果、点心、饮料等供

大家享用！

精彩的智能机器人

表演引爆全场

4月2日上午9:30还没到,齐悦花
园售楼处就排满了前来体验智能
机器的长队,随后记者随机采访前
来参加活动的李女士,她表示“正
好放假有时间带孩子一起来玩，
很感谢齐悦花园的工作人员提供
了这么好的机会，也一直想来看
看这边的房子，主要是买创业的

房子比较放心，离体育馆也近，孩
子上学也方便，学校也都是全市
最好的，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比
较好的教育。

终于等到上午9:30，随着齐悦
花园智能机器人体验展的盛大启
幕，小编有幸一起和大家体验了
来自春晚的舞王—跳舞机器人、
足球机器人—智能机器人的世界
杯、拳击机器人—全新的体感亲
子游戏，还有炫酷的9D电影体验，
众多精彩目不暇接，让大家惊呼

过瘾，精彩的智能机器人表演引
爆全场。

淄博首个康居智慧社区

未来已来

在“智能机器人体验展”举办
同时，众多参观者还对齐悦二期
即将入户的智能机器人“维拉”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工作人员
的讲解及现场演示，大家充分体
验了智能机器人的远程家电控
制，亲情互动、社区安保服务、火灾

报警、室内环境监测、远程视频监
控等诸多功能！

据悉，齐悦花园二期采用弗
徕威二代智能机器人“维拉”，在现
有功能的基础上，升级人机交换
指令(语言即可下达指令)，提升了
机器人运行速度，并在语言、风格、
互动内容、互动体验等方面，都有
极大的改善。让业主体会居住的
舒适性、安全性、便捷性，为业主全
方位打造全新的生活之旅，淄博
首个康居智慧社区，未来已来！

齐齐悦悦花花园园智智能能机机器器人人体体验验展展盛盛大大启启幕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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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火车站将于5月15日零时起实行新旅客列车运行图

各各新新增增33对对高高铁铁和和管管内内动动车车组组
本报4月12日讯(见习记者

李洋 通讯员 刘建新 )
12日，记者从济南铁路局淄博
车务段获悉，淄博火车站将于5

月15日零时起实行新旅客列车
运行图，货物列车运行图于5月
14日18时起实行，途经淄博的
直通、管内客专线列车总共增
加6对，并停运1对动车组。

据了解，途经淄博的客
运专线共增加3对列车，分别
是烟台至北京南、青岛至北京
南、青岛至徐州东的高铁，车次
分别为G472/G473次、G200/

G175次、G454/1 G452/3次。其
中，青岛至北京南、青岛至徐州
东的2对高铁为夜间运行的高
速动车组旅客列车。另外，还增
开了3对途经淄博的管内旅客
客运专线列车(只在济南铁路
局的管辖范围内运行的列车)，
均在周末运行。3对动车组分别
为青岛北至济南东的D6022/
D6021次动车组旅客列车、济南
东至烟台的D6061/D6062次动
车组旅客列车、青岛北至济南
东的D6024/D6023次动车组旅
客列车。

另外，乌兰浩特发往天
津的2262/2261次列车延长至
东营南，延长区段经由京沪、
德大线运行，同时车次改为
K1534/1 K1532/3。青岛至福
州K70/67 K68/9次列车、金
华至烟台的K1182/3 K1184/
1次列车改经由胶济线运行。
此外，郑州至青岛的 1 5 6 6 / 3
1 5 6 4 / 5 次 改 为 K 1 6 3 6 / 3
K1634/5快速列车，同时改为
青岛北终到始发。

据悉，此次调图中，青岛
至济南西的动车组、滨州至东

营南的普列将停运，车次分别
为D6016次、D6003次、5047次、
5048次。青岛至济南的D6004/
D6005次、D6010/D6011次改为
济南东终到始发。此外，济南至
滨州的5001/5004次列车运行区
段变更为济南东至陵城，变更
区段经由德大线运行。

此次调图，德大线变化
最大，变化分别为增加乌兰
浩特至东营南的一对快车，
济南到滨州的普列变为到陵
城，滨州至东营南的列车停
运。

折折弯弯机机压压手手，，四四指指尖尖不不慎慎离离断断
医院抢救及时，5小时手术再植成功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张其勇) “工
作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被机
器挤伤了手，到现在我自己也
还有点发懵。”说起昨天发生
的意外，刘先生(化名)现在仍
然心有余悸。

10日下午，刘先生与往常
一样在工作，然而突发意外，
他的双手不慎被折弯机挤压
住。当双手从机器中解救出来
时发现，刘先生双手的中指和
环指的4个指尖都完全断掉。
很快，刘先生就被同事们紧急
送到了市第六人民医院(市职
防院)。

医院手足外科的医生们
为刘先生进行了初步的诊断

检查，发现再植成功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医生便紧急为
刘先生安排了手术。经过5小
时紧急手术，医生修复了刘先
生指尖部位的动脉及神经，四
个离断指尖全部再植成功。目
前，刘先生病情稳定，指尖的
血运良好。

这次的手指指尖再植对
于手足外科医生来说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双手的中指和
环指的4个指尖都完全离断，
这确实是比较少见的病例。但
是断指的切口比较平整，送院
也很及时，并且在最短的时间
内为患者实施了手术，这也提
高了手术的成功率。”市第六
人民医院的医生蒋景亮说。

手
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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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刘光斌)

近日，淄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发布2016年第一批安全生产不良记录

“黑名单”企业，淄博安航物流有限公
司、山东鲲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万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三企
业上榜，据了解，倘若企业在榜期间
再发生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安监部门
将从重处罚。

记者留意到，三企业两个在张
店，一个在临淄。在“黑名单”上，不光
有三企业的名称，企业的主要负责人
也一并曝光。淄博安航物流有限公
司，主要负责人段继东；山东鲲鹏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
李军远；山东万丰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主要负责人孙丰收。

三企业为何被列入名单？据了
解，3月份，三企业均发生了人员死亡
生产安全事故。从今年4月6日开始至7

月6日期间，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管
职责的部门要把纳入“黑名单”管理
的企业作为重点监管监察对象，加大
执法检查频次;发现有新的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的，要依法依规从重处罚。
同时，应建立常态化暗查暗访机制，
不定期开展抽查，对其主要负责人及
时进行约谈。

据了解，纳入“黑名单”管理的3

家企业一年内不得推荐为文明单位
和其他评先树优对象，企业的主要负
责人、分管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员不
得推荐为党代表、人大代表候选人和
政协委员人选，并限制列入重点项
目、进行证券融资、给予奖金奖励等。

3企业因死亡事故

登不良记录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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