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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头条 本报首部微电影

即将开拍
想尝试做演员吗？快来报名吧

本报讯 六一儿童节，东风悦
达起亚潍坊华瑞专营店开设了“关
爱儿童交通安全”课堂，并举行了

“我是起亚小画家”绘画大赛。
儿童节当天，东风悦达起亚潍

坊华瑞专营店为到店小朋友及家
长播放了交通安全片，更有奎文四
中队的交警到店为孩子们讲解道
路安全知识。销售顾问为家长们讲
解了安全锁以及儿童安全座椅的
使用方法。

此外，还举行了“我是起亚小
画家”绘画大赛，小朋友们根据课
上学习的交通安全知识认真作画，
最后全体销售顾问及家长一起评
出最终的奖项，一等奖由后门街小
学的王秭元小朋友获得，奖品是起
亚K3车模一台。而其他小朋友则获
得了数字油画、彩笔及健身器材等
奖品。最后，小朋友们抱着自己赢
得的奖品在活动展板前合影留念，
活动圆满成功。

“关爱儿童交通安全”课堂

及起亚小画家大赛圆满成功

知 道

多云转阴，南风短时北风3-4

级，18℃～28℃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 王
琳)本报首次参与拍摄的微电影
《失落的女中学生》现向全市
海选招募演员，其中包括学生
演员15名，成年演员10名，只
要是性格开朗、喜欢表演的市
民都可报名。

前不久本报刊登了《她想
将自己经历拍成电影》的稿
件，稿子中提到市民杜秀花女
士想通过社会力量将自己在中
学时期的一些遭遇拍摄成电
影。故事讲述了一个成绩优秀
的初中女生意外收到一个男同
学的信，没想到这件事传到了
老师耳中，老师多次给她施加
压力，结果起到了反效果，她
的成绩开始下滑。后来老师又
将这件事情反映给了女生家
长，在家长疾言厉色地批评

下，女生成绩越来越差，最终
没能考上高中。

潍坊金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韩海行先生看到这一
篇报道后，主动联系到杜女
士，表示愿意投资帮她达成心
愿。“她的经历是很多中学生
可能遇到的问题，如果父母不
能理智地应对孩子在青春期遇
到的问题，很有可能起到反作
用。”韩海行先生说，他投资
这样一部作品是希望它能引起
社会足够的重视，让此类遭遇
的家长们看后有所反思。就在
今年3月份，韩海行先生因为
一直以来对潍坊慈善及民生事
业做出多方面努力，被市慈善
总会授予“慈善之星”称号。

现在电影剧本已经写完，
金太阳传媒有限公司的拍摄筹

备 工 作 也 基 本 完 成 ， 就 差

“你”的到来！学生演员 1 5

名、成年演员 1 0名，从今天

起，本报向全市热爱表演事业

的市民发出诚挚的邀请，有意

者可以马上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8073110(联系人：王小姐)进行

报名。所有正式参加微电影演

出的人员均能获得精美礼品。

本次微电影演员招募时间

截至6月14日(下周五)，所有报

名演员将于6月15日(下周六)早

上8点进行统一海选，海选地

点定在东风街与四平路交叉路

口往东100米路南亨德商务大厦

12楼潍坊金阳光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海选时服装可随意穿

着。

图说
新闻

6日，在新华路中社区一工地内，工作人员正在向施工人员发放安全建设的宣传材料。记者了解
到，把“安全”送到工地，目的是加强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避免事故发生。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安全宣传进工地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 孙
翔)本报发起美女观光团成员招
募后，众多市民踊跃报名。美
女观光团首站将前往神秘的招
远淘金小镇，去那里赏美景、
品美食，放松心情，体验淘金
的乐趣，了解黄金开采、加
工、冶炼过程。市民报名可享
受门票优惠。

美女观光团招募开始以
来，接到了众多市民的报名，
最终通过海选，第一期美女观
光团成员共确定6名美女参加
淘金小镇之旅。对于观光团的
第一站，工作人员对众多候选
景区进行了筛选，力图为潍坊
市民呈现一次视觉的盛宴。

淘金小镇是国内第一家以
淘金体验为主题的旅游景点。
坐落于国家AAAA级景区———
中国金都山东招远罗山黄金文
化旅游区毛公山下，项目占地
100亩，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
项目包括综合服务区、黄金主
题体验区、休闲娱乐区等，集中
展示宋代招远矿工的生活状
态、黄金交易和商业经营活动，
以仿古建筑、场景再现、特色小
吃和游客参与为特色。

美女观光团将在淘金小镇
近距离感受淘金乐趣，在小镇
的美景中留下自己的倩影，并
与随行的市民进行互动。回来
后，还将记录自己的旅行感

受，将第一手的旅游攻略带给
潍坊市民。

本次淘金小镇活动同时招
募随行成员，所有潍坊市民均
可报名，报名后通过自驾车的
方式与美女观光团一同前往淘
金小镇，将享受门票5 . 8折优
惠。报名电话：18663667077，
13053651998。

本报继续招募美女观光团
第二期成员。只要你是美女，
同时是微博或微信达人，拥有
一定数量的粉丝，具备基本的
写作能力、拍照技术，并且周
六有空闲时间，就可以报名。
报名联系电话：18663667077；
QQ：251856836。

本报美女观光团

首站游——— 招远淘金小镇
报名同去即可享受门票优惠

66月月88日日

66月1100日

66月月99日日

潍城区开发区派出所严格按
照上级公安机关开展的一系列专
项行动，大力强化打防管控能力
建设，强势打击“两抢一盗”和电
动车、摩托车侵财犯罪等群众反
映强烈的违法犯罪，始终保持对
辖区社会面上的各类违法犯罪的
高压态势；强势整治突出治安问
题，加强行业场所治安管控，有效
净化了社会环境；加强对易发案、
多发案区域、路段、场所、部位、时
段的巡逻管控力度。

(于光义)

潍城区治安大队

着力提升打防管控能力

今年以来，潍城区治安大队
严格落实上级公安机关开展的一
系列专项行动，大力强化打防管
控能力建设，强势打击“两抢一
盗”和电动车、摩托车侵财犯罪等
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始终
保持对辖区社会面上的各类违法
犯罪的高压态势；强势整治突出
治安问题，加强行业场所治安管
控，有效净化了社会环境；切实加
强对易发案、多发案区域的巡逻
管控力度。

(王新鹏)

潍城开发区派出所

着力提升打防管控能力

近期，诸城市辛兴镇振兴
小学“为我喝彩”文学社团成
立，它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
师生素质的发展服务。这里是
推介自己思想的舞台，是提高
素质的天地，是向科学进军的
主阵地，是文学家科学家等所
有家的摇篮和沃土，是所有关
爱振兴小学教育教学的有识之
士的广阔天地.，“为我喝彩”文
学社团已先后出版了两期刊
物。

徐建臣 孙凤玺
徐炳杰 刘潇潇

诸城市辛兴镇振兴小学

“为我喝彩”文学社团成立

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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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金沙商品城推出了“包
租十年、保底年收益8%+80%利润分
红”的巨大优惠政策，一次低成本投
资，将终生获得高回报收益。

“包租十年”，就是为保障投资者
的权益，金沙商品城将对所有商铺实
施运营托管，期限十年。“保底年收益
8%+80%利润分红”，是指金沙商品城
对商铺托管运营十年间，每年保底收
益不低于总房价的8%，其中前三年的
收益，在投资人购铺时预先一次性返
还，减免总房价。后七年的收益，因为
商铺租金会逐年提高，因此在保障投
资人每年保底收益不低于总房价8%

的同时，对超出的租金“二八分成”，投
资人获得80%分红，金沙商品城留取
20%的分红。

金沙商品城招商专员还就未来发
展前景给市民算了一笔帐。目前，与金
沙商品城一路之隔的潍坊商品城，市
场租金每月每平在200元至300元之
间，金沙商品城三年后租金保守估计
每月至少150元/平，五年后租金预计
每月达200元/平以上。难怪大家说：

“牵手金沙商品城，就等于牵手财富。”

牵手金沙

就等于牵手财富

本报讯 27年前，家居流通业领
导品牌红星美凯龙诞生，如今“80后”
的红星美凯龙迎来了主题为“更好的
我们”的企业27周年庆。27年来，经过
前后八代升级的红星美凯龙商场购物
环境已比肩世界级卖场，行业发展更
加细化，家居品牌更加齐全，服务更加
完善。

27年来，红星美凯龙见证了中国
消费者居家理念与生活态度的变化。
如今，消费者对家居环境的要求早已
不仅停留在产品实用上时，对产品的
低碳环保、智能家居及体验功能等均
有自己的鲜明要求。红星美凯龙认为
企业必须从创新求变着力，才能满足
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提升消
费者的家居生活品质。

2013年6月10-12日，红星美凯龙将
在全国115家商场同步举办27周年庆
系列活动。过去的27年，是红星美凯龙
为“打造中华民族的世界商业品牌“而
不懈努力的27年，也是推动行业发展，
与产业链共赢的27年；是不断发现、满
足与引领消费需求，提升中国人居家
品味的27年。

红星美凯龙

引领行业27年

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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