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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上午，清风社区与市实验小学共同开展“从我做起 走向
文明”集中活动的周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实验小学学生清理社区卫生死

角，捡拾绿化带、楼道内垃圾。

本报见习记者 任斌 通讯员 李四瑞 摄影报道

二代身份证可网上申领
东营市公安局推出新版网站，目前可提供 45 项在线办公服务

本报 10 月 17 日讯(见习记者

嵇磊) 15 日，记者从东营市公

安局了解到，市民可以直接登录新

版的“东营公安服务在线”网站，在

线办理二代身份证的申领、购房户

口迁入、预约机动车号牌等 45 项
服务项目。

15 日，东营市公安局正式推

出了新版的“东营公安服务在线”

(网址为：www.dypolice.gov.cn)。新

版网站整合了东营市公安机关网

上的办事服务群、网上 QQ 警务群

和警务在线交流群，提供 24 小时

的在线服务项目。这些服务项目分
为 9 大类 45 项，有网上申领二代
身份证、购房户口迁入等户籍类业
务；预约机动车号牌、驾驶人信息
变更等交管类项目服务；出入境、

法制、消防监督、通信、刑警禁毒、

网警等。新版网站上还设立专门的

咨询窗口，对市民提出的问题确保
24 小时内予以答复。

据介绍，“东营公安服务在

线”还处于初期运行阶段，部分服
务项目只能提供咨询、表格下载，

完成初步登记、受理环节的手续，

有些审查、审批环节还需要当事
人到公安机关亲自办理。网上办

事遇有法定节假日时，办结时限

将顺延。

本报 10 月 17 日讯(见

习记者 王超) 16 日，记

者从东营市人事考试中心

获悉，18 日开始，考生可以
领取 2010 年统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准考证。

据了解，报名点选择

市直的考生，领取准考证

的时间是 1 0 月 1 8 日至

2 2 日 ，具 体 为 上 午 8 ：

3 0 — 1 1 ：0 0 ，下午 1 ：

30 — 4 ：30 。领取准考证

的地点是黄河路与东二

路交叉路口，山东加工制

造业人才市场 503 房间。

报名点在三县两区、胜利

油田的考生则需要到各
自所在的报名点领取准

考证。

工作人员提醒广大
考生，在领取准考证时，

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委
托他人领取时，需要开具
单位的介绍信。代领取人

还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

和代领考生身份证。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18 日开始领取准考证

部分食用油价格小幅上涨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见习记者 郝文杰) “一
斤散装大豆油涨到 5 块

了！”经营餐饮店的老王 17

日在府前社区粮油店购油

时，发现食用油又涨价了。

记者走访了解到，部分食用

油价格已出现小幅上涨，散

装大豆油每斤涨了 9 毛钱。

在胜大超市众成店，

5 . 43 升装的鲁花 5S 压榨一
级花生油，近期也上涨了近
10 元，卖到 113 . 9 元。原先

搞促销时仅售 69 元的喜燕
浓香型花生油近期恢复原

价并有小幅上涨。据超市销

售人员王先生介绍，除个别

品牌食用油价格上调外，多

数还是维持原先价位。

东营市放心粮油工程

粮油食品配送中心 (以下

称配送中心 )的程经理告
诉记者，他们目前销售的

食用油价格没有较大变

化。据他介绍，自 9 月底以
来，大豆油货源紧俏，半

个月进价增长了 2 0% 左

右，花生油变化不大。他说，

配送中心在食用油价格上

涨之前就库存了大量备货，

近期不会出现食用油大幅
涨价的情况。

志愿行动

清扫社区

上海通用汽车宣布，雪佛兰新赛欧

两厢 1 . 4L 五速手自一体 EMT 优逸版

售价 75，800 元，并于下周陆续到达各
地经销商店开始销售。目前，雪佛兰新

赛欧全系 12 款车型已全部上市，价格
为 5 . 68 万～ 7 . 58 万元，所有车型均可

享受 3000 元的“节能惠民”补贴。最新数
据显示，雪佛兰新赛欧 1-9 月累计售出

82，089 辆，位列细分市场首位。

搭载五速手自一体 EMT 变速箱的

新赛欧车型因其便捷性和实用性广受
好评，在整体车型中的销售占比约
25%。新赛欧的五速手自一体 EMT 变

速箱兼具自排的驾驶便利和手排的省
油体验，而购买和养护成本却明显低于
普通自动变速箱。在行驶过程中，它能

根据行驶工况，选择最优换挡时机，比

传统自动挡省油 10 ～ 16%，这也是新赛

欧全系入围节能惠民车型的重要“法

宝”。傲视同级的节油表现，加上实实在

在的 3000 元“节能补贴”，使得新赛欧
EMT 和手动全系车型的购车、用车成

本都更为“亲民”。

此外，新赛欧还针对其目标人群--

成长中的新城市小康家庭推出量身定

制的个性化金融贷款计划，包括“轻松

易购套餐”、“易享安稳套餐”

在内的 7 种差异化购车方

案。消费者选择 11，360 元的

最低首付，或者 268 元的最

低月供，即可轻松拥有赛欧。

这对于希望早日步入有车一
族的消费者具有极大的吸引
力。

定位于“全民理想家轿”

新赛欧不仅实现了众多年轻
家庭的有车梦想，同时也以

“小车大服务”保障了他们的

用车生活。在 J.D. Power 亚太日前公布

的 2010 中国售后服务满意度指数研究
报告中，雪佛兰在 52 个汽车品牌中名

列榜首。这标志着全国 207 个城市和地

区的新赛欧车主，都可以通过 375 家雪
佛兰经销商店享受到业界领先的汽车

销售和售后服务。

“万象城”商业航母驶进东营
一个城市的面貌，是伴

随着时代的脚步在前进。当

东营市“黄河水城”深度开
发总体规划出台后，东营市
新区便展示了她与日俱新的

芳容。城市路网交通、环境
治理的建设，新区行政中

心、长途汽车总站、五星级

蓝海大酒店等相继运营，多

个大型住宅组团的建设、入

驻。使得新区以崭新的面貌

呈现在东营市民面前。

然而，整体规划、生活

居住环境俱佳的东营新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与之

配套的大型综合商业项目。

万象城商业广场，就是在这
一历史机遇下应运而生的东

营市新区大型商业综合体
(Shopping Mall)。万象城商

业广场位于黄河路以北、北

一路以南、沿天目山路排布
六大商业板块、三大主题景
观公园，项目总用地面积
8 . 03 公顷，总建筑面积为
84029 平方米，其中可招商

面积 58647 . 03 平米。

运营后的万象城商业广

场，因为其庞大的规模、丰

富的业态，不仅在新区，甚

至在整个东营也将是一个有
着划时代意义的商业航母。

万象城商业广场的六大商业
板块的业态分别为：大型超

市、大型农贸市场、小商品
城、特色商业街、特色餐饮

街、商务酒店等业态。其
中，大型超市作为主力店不
仅方便了周边居民的生活购

物，还带动了项目其它业态

的繁荣；农贸市场将引进国

际化理念规划运作，颠覆以

往人们对农贸市场脏乱差的

印象；小商品城主要以长途

汽车总站为依托，以新区周

边居民和东营城市居民为基

础，辐射鲁北周边区县，批

零兼营打造鲁北最大的小商

品集散地；特色商业街是其
它业态的有效补充，主要为
满足中高端客户群体的消费

需求；特色餐饮、接待服务
板块旨在打造新区最好的集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时尚街。

现代商业要走主题式经

营道路，主题定位是 Shop-

ping Mall 成功与否的关键。

我们根据万象城地块的特

点，赋予万象城文化品味的

意蕴，将万象城打造为：

“鲁北首席文化主题商业广

场”。

万象城商业广场的“鲁

北首席文化主题商业广场”

定位具体表现为：在项目中

段特色商业和特色餐饮板

块，正对宁阳路的 2 万平米

地块内巨资兴建“动漫主题

游乐园”。园区内建设迪斯

尼式的多个大型游乐项目。

届时，以东营最大的摩天轮

为新区地标性建筑的万象城

动漫游乐园将为项目带来滚

滚人流；

在项目南段特色接待板

块，靠近黄河路的 2 万平米

地块建设“电影主题文化广

场”。建成后，东营市民将看
到好莱坞星光大道来到自己

身边。徜徉在电影的光影之

中，流连于商业的繁华之内，

将是东营市民的流行风尚！

在项目的北段，小商品

城和农贸市场板块，沿北一
路的近 2 万平米地块内打造

东营唯一的“地方戏曲文化

广场”。广场内建设戏曲相
关的景观、雕塑小品、戏曲
舞台等。届时，每年举办的

“东营吕剧文化节”将落户

万象城商业广场，戏曲广场

将为东营市市民增添一个全

新的独具地方特色的休闲场

所，而小商品城和农贸市场

也将因为戏曲广场的建设而
红火非常。

三大主题广场的综合定
位是“文化”。在商业业态上

赋予项目文化品味的定位。

让消费者在购物休闲娱乐的

同时享受别样的文化品味，

让具有颠覆意义的大型综合
性商业广场(Shopping Mall)

植根新区，植根东营大地，给

东营市民带来全新消费革

命，给东营市民一个值得自

豪的商业广场是我们的目

标。

雪佛兰新赛欧两厢 EMT 优逸版登场
近日，东营首家卢浮

宫式家居馆--光明家居六

楼宝居乐皇室家居开业。

在位于济南路的光明

家居卖场--六楼宝居乐皇

室家居馆，一股浓郁的欧

洲皇室风情所震憾着整个

卖场，犹如十八世纪的欧

洲皇宫，金碧辉煌、犹如

一颗璀璨夺目的耀眼钻

石，为东营欧美家居业增

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整

层共分三个系列，分别代
表了不同的个性及风格，

有“简欧贵族”另类、奢

华的后现代感觉，也有

“路易世家”的恢弘气

势，更有“ PF 美国”的

浪漫典雅。光明家居董事

长揣忠臣感慨：这次的宝

居乐品牌是光明家居有史

以业最大手笔的投资，市

场调查发现近年欧美风盛

行，消费者尤其注重家具

的品质及由家具所营造的

温馨浪漫家居氛围，正因
为看到了这个品牌的产品

开发实力及在产品品质上

的严格掌控，透过这个品

牌，我们也看到了欧美家

具的光辉前景。

据了解，六楼宝居乐

开业当天，成交金额达到
270 万元，创东营家居业

有史以来当日成交量最高

纪录。

东营欧美皇室家居馆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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