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让心心相相““衣衣””让让爱爱团团圆圆
中秋节华润置地山东业主齐献爱心，“大家小家齐家团圆”

(专刊记者 孙芳 报道 )

“中秋节”是人与人之间的团圆，也
是心与心之间的相系。9月19日至
21日，华润置地山东省公司特地在
济南、青岛、淄博、威海、日照五个
城市的项目售楼处，开辟“爱的星
空”专区，举办“置地会业主中秋爱
心季”活动，将业主的心和贫困儿
童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以幸
福“小家”的形式关爱社会弱势群
体这个“大家”，真正的做到“大家
小家齐家团圆”。

今年中秋，华润让团圆更有意义

华润置地山东省公司为业主
提供平台，邀请业主及其家人一同
来参观爱心画展，参与爱心捐赠，

让业主将献爱心与“合家团圆齐欢
乐”结合在一起。本次爱心画展的
所有画作均由滨州市惠民县辛店
镇22位贫困儿童创作，他们以“爱
的星空”为主题，凭借丰富的想象
力，创作出<<多彩的世界>>、<<
我的家>>、<<我的梦>>等70余
幅不同主题的画作。业主可以购买
绘画作品，并亲自为绘画小作者写
上爱心祝福语，最后将与爱心善款
一同交给孩子。除了画展，印制有
小朋友们画作的明信片也会在现
场义卖。同时现场还另设有“业主
捐赠处”，接受书籍、文具、玩具、御
寒衣物等物资捐赠。

在大献爱心之后，华润威海湾
九里项目还给业主家庭精心准备

应景欢乐小游戏，“团团圆圆大闯
关”，业主完成闯关后，就能获得项
目发放的中秋精美礼品。

爱无止境，带着爱心华润继续前行

华润置地山东省公司本次中
秋爱心活动为贫困儿童提供了一
个施展才华的舞台，用爱心点亮他
们的梦想。同时向社会展示贫困儿
童，即使在资源匮乏的生活困境
下，仍保有积极、阳光的生活梦想，
他们的热情和梦想感染着周围的
人，他们的坚韧和创造力将引起更
多人的关注。

华润置地负责人表示，山东省
公司“置地会业主中秋爱心季”滨
州站活动，是置地会业主爱心活动

的开始，今后华润置地会还将建立
帮扶平台，不断邀约业主参与到此
类活动中，让业主的爱心善意有所
承载并广为传播，同时也呼吁更多
社会爱心人士贡献己力、传递正能
量。华润置地山东省公司将继续传
承华润责任央企精神，持续开展各
类爱心公益活动，点滴汇聚成爱，
真诚润泽齐鲁。

据悉，本次中秋活动结束后，
部分业主将亲身参与到后期善款
及爱心物资的运送及馈赠活动中，
与华润置地山东省公司工作人员
一同赶赴学校，进行善款和衣物、
玩具、书籍等的赠与。

九重厚礼，九里感恩钜献

据华润置地负责人介绍，由
于威海名流富贾的热捧，九里二
期 开 盘 热 销 ，再 创 威 海 楼 市 传
奇。“九礼行动”为此感恩推出，
惠谢全城，为更多威海精英翘楚
的极致生活加冕。即日起至 9 月
3 0 日，莅临华润·威海湾九里销
售中心，可奢享到访礼、购房礼
和生日礼等九重惊喜厚礼，推荐
亲友成交，更有机会在十一抽取
43寸液晶电视豪华大奖。

据悉，九里31#113平米的超
值性价比，舒心三居，仅需85万起，
空间宽大，特设独立典雅书房，舒
适体贴更显尊荣，让追求高品质的
你，轻松入住层峰圈层社区。仰慕
九里已久，不如即刻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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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体体彩彩

排列 3第 13252期中奖号
码为：9、7、8。

排列 5第 13252期中
奖号码为：9、7、8、2、4。

大乐透第13108期中
奖号码为前区：05、10、13、
15、18,后区：02、11。

生活小点子

怎么洗头？
1、水温控制在36℃左右。
2、洗头时洗发液最好在头发上停
留一段时间，至少要停留30秒才
行，揉搓头发的次数至少要超过
20次。
3、男人头发最好每天洗一次，女
人头发每周洗两次就行；头发用清
水冲洗干净后，用干毛巾擦干头发
上的水分，让头发自然凉干。

记者 王帅 整理

《蓝精灵2》(3D)9：30 13：10 15：30 16：50
19：10

《极乐空间》11：30 13：30 16：10 19：30

《4B青年之四楼B座》9：00 12：30 18：00

《逆袭》10：40 14：20 19：40

《侏罗纪公园》(3D)9：10 17：20

《怪兽大学》(3D)11：20 15：10

《被偷走的那五年》9：50 11：50 13：50
15：50 17：50

《校车》10：20 14：00 16：00 17：20

《超级经纪人》12：10 17：40

《时光恋人》9：20 12：40 16：00 19：10

《古镇凶宅》11：00 14：20 17：40

持本报影讯可享受“联通电影城”当
月会员票价！
地址：少年路4号(大世界北门西·鑫城
大厦西50米)

咨询电话：5232510 5232595

记者 王帅 整理

““十十一一””火火车车票票吃吃紧紧
若无急事，不妨错峰出行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冯
琳) “十一”期间火车票紧俏。
但假期期间，一头一尾车票最
紧俏，假期中票源相对宽松。业
内人士提醒，没有买到火车票
的市民若无急事，可错峰出行。

12日15时，10月1日火车
票发售，截至当日19时，威海
至汉口及威海至北京方向的卧
铺票已基本售罄，威海至济南
方向的火车票也被抢走大半。

9月16日15时，10月5日的火车
票发售，截至当日18时，威海
至北京方向10月5日的卧铺票
已被卖光，只余少量硬座票。

威海至汉口方向 1 0 月 5
日的卧铺票也在发售短短几
小时内剩余不多。10月5日威
海至济南方向的卧铺票所剩
无几，硬座票尚充足。相比而
言，10月2日-4日的火车票尚
算充足，截至9月16日18时30

分，威海至汉口、济南、北京方
向的卧铺票均有不同程度剩
余。据一王姓业内人士分析，

“十一”假期的一头一尾主要
被探亲流所购买，其次是旅游
流。假期中间日期票源相对充
足，出行族可错峰出行。截至
发稿时，据她预测，10月6日、
7日的火车票尚未发售，希望
市民抓紧购票，以免贻误出行
时机。

杂技
作品描述：
小姑娘，你这是参加比赛呢？
拍摄时间：9月
拍摄地点：烟台
作者：徐辛

“联通电影城杯”草根拍客
征稿启事

读者来稿时，请提供以下
信息：1、作品名称及描述 2、
拍摄时间 3、拍摄地点 4、
作者姓名 5、联系电话、通信
地 址 。 投 稿 信 箱 ：

wang s h u a i 3 9 9@126 . c om，
QQ：846465852。

我们将每月月底对投稿的
摄影作品进行评比，择优评出
5张作品，5名获奖读者分别获
联通电影城电影票2张(60元/
张)奖励。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王帅)
14日，青岛路(胶州路—江家寨界)开
始罩面施工，计划10月底前结束。此
次施工包括罩面、检查井更换、雨水
系统改造等内容。沥青罩面采取夜间
(20：00至6：00)半幅封闭交通方式施
工。

青岛路罩面工程(胶州路—江家
寨界)全段长9254米，双向六车道，罩
面面积约32 . 8万平方米(包括路口、
弯道等面积)。结合路面改造，市政处
还将实施青岛路 (管委北路—华夏
路；深圳路—珠海路)两处积水路段
雨水改造工程，提升青岛路路面排水
系统。另外，施工还将把沥青路面老
式检查井盖更换为新型自调式防沉
降检查井盖，将硅塑雨水篦子更换为
球墨铸铁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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