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调行业2018冷年号角早
已吹响，但在刚刚过去的家电

“中秋、国庆”双节促销黄金周
中，奥克斯空调以0元安装等特
色福利，在空调营销市场上打出
差异化营销牌，创造了冷年销售
新高潮。

国庆撞档中秋，

奥克斯诚意十足庆双节

9月20日-10月10日，奥克斯
为回馈消费者，开启了“智享国
庆，月惠中秋”的大型促销。1000
场促销动员会议，10000家网络
终端参与其中，10000000元免费
安装专项补贴，200000套国庆中
秋大促销售目标，奥克斯满满的

诚意加之线上、线下渠道双轮驱
动并创下喜人销量。

此次活动中，奥克斯借势推
出了自己的新品空调智月。古典
造型搭配Burberry经典网格设
计，让智月的问世惊艳了空调行
业。同时智月空调搭载的超智能
系统，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
捷的智能生活。

温暖陪伴，

有家的地方就有奥克斯

“有家的地方就有奥克斯”
是这些年奥克斯空调一直坚持
传递的品牌文化，也是奥克斯留
给人们最温暖的品牌印象。在刚
刚过去的黄金周，奥克斯再次用

陪伴温暖了消费者的小长假。小
长假开启之初奥克斯便在35条
主线路，70余组高速动车组
列车上冠名投放了奥克斯
空调和欧阳娜娜的萌态卡
通漫画椅背头巾。本次冠名
投放辐射了全国300多座城
市，大约温暖了310万旅客
人群。

同时，奥克斯投放的椅
背头巾漫画也为旅客提供
了购机二维码，旅客只要扫
描头巾上的二维码，即可在
漫长的旅途中挑选空调完
成购机，更能享受奥克斯的
双节超值购机福利。而此次
奥克斯携手欧阳娜娜在高
铁上的头巾广告投放，对奥

克斯双节黄金周的营销流量转
化做出了不容小觑的贡献。 奥克斯多元化营销不停

歇，时尚奔跑再继续

十月份俨然成为了奥克
斯空调为消费者打造的诚意
福利月，在十月下旬奥克斯将
举办一场名为“AUX RUN荧
光乐跑”的主题活动，再次延
续以往年轻、时尚主题跑风
格。这场正在火热筹备的荧光
乐跑活动包含了奥克斯高端
科技体验、多个时尚有趣加油
站、外籍男女模特全程互动等
年轻潮酷元素，并邀请首席产
品艺术官欧阳娜娜与千名跑
者共同打造这场荧光乐跑盛
事，势将燃爆整个宁波。

深深秋秋十十月月，，奥奥克克斯斯暖暖心心打打造造粉粉丝丝福福利利月月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樊
舒瑜) 近日，齐鲁晚报记者从
淄博市文化市场执法局官网获
悉，淄博市于近期查处首例无证
网络直播表演案，依法将该涉案
公司予以取缔，并对当事人作出
罚款人民币5000元的行政处罚。

据悉，近期，淄博市文化市
场执法支队接上级通知，反映淄
博市存在非法网络直播表演平
台。接到通知后，该支队迅速部
署执法人员展开行动。执法人员
按照执法程序首先对网络直播
表演平台进行了远程勘验，发现

该网络手机直播表演平台正常
运营，提供网络直播表演服务，
公司负责人为边某某，并确认当
事人运营的手机直播平台未取
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在掌
握当事人的初步信息后，淄博市
文化市场执法支队联合沂源县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
对该平台进行了二次远程勘验，
并对该传媒公司进行实地检查，
对于该公司存在的问题依法进
行立案调查。

经调查核实，该公司及其平
台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营性互

联网文化活动，其经营行为违反
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

《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依据《无照经营查处
取缔办法》依法予以取缔，并对
当事人作出罚款人民币5000元
的行政处罚。

此案件的办理成为淄博市
互联网文化管理的一个新起点，
尤其是第一次以行政处罚的形
式对互联网文化经营活动和网
络直播表演行为进行约束，引导
合法合规发展，对今后的网络市
场行政执法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淄淄博博查查处处首首例例无无证证网网络络直直播播案案
依法取缔涉案公司，并对当事人罚款5000元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巩
悦悦) 日前，有网友反映，淄
博经开区小七村西北角一养猪
场存在异味严重的问题。淄博
经济开发区环保局调查发现网
友举报情况属实，现已告知养
猪场业主按规定整改。

淄博经开区环保局第一时
间进行了调研，据了解，该养猪

场无环保手续，北郊镇农委也
无相关备案手续，离居民区较
近，异味严重，该局立即告知养
猪场业主依照北郊镇相关畜牧
业文件进行整改，并告知依照
北郊镇农委相关要求对养猪场
环境内定期喷洒除臭剂。养猪
厂业主表示，他们将于12月25日
前改行不再干养殖类行业。

居居民民区区附附近近开开养养猪猪场场，，异异味味扰扰民民
淄博经开区环保局已督促业主按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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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9日世界邮政日到来
之际，青城镇中心小学开展“童
眼看世界，小手寄丹心”体验活
动。学校邀请了当地邮政工作人
员带领学生们认识了邮政标志、
信封、邮票，介绍了世界各国邮
政相关知识。 (王永生)

高青县青城镇中心小学：

开展童眼看世界活动

举行消防平安演练 为切
实维护学校消防安全，杜绝火
灾事故发生，近日，沂源县鲁村
镇徐家庄中心学校举行了消防
平安演练活动。 (孙欣)

国旗下开展爱国教育 近
日，沂源县鲁村镇草埠中心完小
校委会领导对学生进行了爱国
主义、革命传统、理想信念、国防
和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唐家远)

红领巾组国旗祝福祖国
国庆节期间，沂源县荆山路小学
学生用2017条红领巾组成国旗，
祝福祖国更加强盛。同时增强了
学生的爱国意识。（刘成学）

圆梦淄博足球 淄博星期
天对阵拉萨城投的次回合比赛
日前举行，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
学足球队队员们到现场为星期
天俱乐部加油助威。（徐家鹏）

提升功能室育人水平 沂
源县燕崖镇中心小学积极落实
功能室开放制度。目的为学生在
课外时间开展探究学习、自主学
习提供全方位服务。 (李彩)

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日
前，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开展
了消防安全演练，旨在增强
师生安全意识，健康成长。

（王铉）

近日，中埠镇小学邀请山东
“行调”第三代传人王昊老师
到校为全体老师进行吟诵培
训。旨在唤起老师们对经典吟
诵的重视，再现中华诗词的古
典风韵，意境之美。使传统文化
的教育深入人心。 （宋慧）

张店区中埠镇小学：

吟诵经典 再现诗词意境

“十一”期间，张店区特殊教
育中心学校组织开展了“向国旗
敬礼”活动。通过主题班会、亲
子活动等形式，分层次组织开展
了“小手画国旗、向国旗敬礼”等
实践活动，激发了特殊儿童爱
党、爱国的情感。 （翟英明）

张店特教中心：

开展“向国旗敬礼”活动

日前，康平小学举办秋季运
动会。该运动会共有田赛、竞赛
等4个大项13个项目，全校652名
学生中有436名学生作为运动员
参加各项目的角逐。本次运动会
是对全校师生体育运动水平、多
彩大课间活动的检验。(郭林泰)

临淄区康平小学：

举办秋季运动会

日前，高阳小学开展了新
学期入学教育活动。旨在进一
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深化
公民道德教育，引导学生做到
学会感恩、学会学习、学会合作、
学会做人，促进学生良好道德品
质和行为习惯的养成。（魏芳）

临淄区高阳小学：

举行入学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传承国学文化经
典，激发学生的读书和诵读热
情，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浓
厚的书香校园氛围，日前，荆家
镇里仁中学举办了经典诵读比
赛。同时让学生诵读经典温润人
生，启迪智慧。 （荣庆立）

桓台县里仁中学：

举办经典诵读比赛

日前，田庄中学举行了以
“深入学习黄大年、李振华先进
事迹，做四有好教师”为主题的
师德演讲比赛。进一步诠释了师
德的内涵，展现了田庄中学教师
爱岗敬业、拼搏进取的高贵品质
和大爱情怀。 （于春苗）

桓台县田庄中学：

举行做四有教师演讲赛

为了能让贫困学子顺利、安
心、舒心的度过新的学期，开学
伊始，皇城二中全体师生隆重集
会，成立了“困难学生爱心资助
基金”。目的在全校师生中开展

“爱心成就梦想 真情点燃希
望”爱心助学活动。 (崔永春)

临淄区皇城二中：

成立爱心资助基金

为提高学生书写水平，皇
城一中多举措开展书法教育。
坚决落实每周写字课，专任教
师指导练习；规定学生每天午
间15分钟自练写字；配合信息技
术优化教学方法，协调管理，全
面提升写字教学质量。（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多举措促进书法教育

中秋节进行感恩教育 中
秋佳节期间，为让同学们受到民
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及感恩教育，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组织学生到
敬老院进行爱心慰问。(黄晓艳)

师德师风建设活动 近日，
沂源县悦庄镇东赵庄完小开展
了师德师风建设月活动。旨在增
强教师职业的光荣感、使命感和
责任感。 (徐志军 杜西美)

举办幼儿游戏活动研讨会
日前，高青县田镇学区举办了

幼儿园游戏活动研讨会。旨在引
导老师们进一步理解和学习游
戏活动实施的内涵。 (孙国平)

开展家访月活动 日前，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小学组织教
师开展了以“走进学生家庭、走
进学生心灵”为主题的家访月
活动。 （张仁春）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了解国家越
来越富强的发展历程，增强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国庆节前夕，高城学区中心小
学开展了“童心向党”庆国庆系
列活动。 (王胜海 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镇中心小学：

“童心向党”活动庆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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