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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今参考

内内陆陆地地区区多多云云，，北北转转南南
风风33--44级级，，1144℃℃～～2277℃℃；；北北部部
海海区区多多云云，，北北转转南南风风55--66级级，，
1133℃℃～～2255℃℃。。

◎三日天气◎

内内陆陆地地区区晴晴间间多多云云，，南南
转转北北风风33--44级级，，1144℃℃～～2266℃℃；；
北北部部海海区区晴晴间间多多云云，，南南转转北北
风风55--66级级，，1122℃℃～～2222℃℃。。

内内陆陆地地区区晴晴间间多多云云，，南南
风风33--44级级，，1133℃℃～～2277℃℃；；北北部部
海海区区晴晴间间多多云云，，南南风风55--66级级，，
1122℃℃～～2255℃℃。。

天气信息

1100月11日

99月月3300日日

99月月2299日日

知道
大大剧剧院院开开票票仪仪式式
引引来来众众多多““粉粉丝丝””
一上午卖出两千多张演出票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 王
琳 )28日上午，潍坊大剧院开
票仪式在大剧院大厅举行，至
此潍坊大剧院对外开启，正式
投入使用。

开票仪式当天，市民对大
剧院和接下来的演出表现了
极大的兴趣，购票现场异常火
爆。受“前一百名购票者享受
六折优惠”的影响，很多市民
早上不到8点就在剧院门口排
队等待领取购票号牌。

“从几年前大剧院开始建
设，我就一直关注着。” 开票
仪式结束后，有幸买到首演

《雪孩子》第一张票的市民张
文慧说，爱好音乐的他曾经周
转多个城市观看音乐会。自
从知道潍坊大剧院已经建成
即将开票后，便经常打电话
询问具体售票时间。“这是
我买到的最便宜的票。”张
先生说，他之前经常去别的
城市听音乐会，最贵的票价
要一千多，便宜的也得四五
百元，可他在潍坊大剧院买
到的票才100元。“虽然这里
的票价低，但是规格一点都
不低，出乎我的意料”。张
先生说，以后剧院的每次演

出他都会来看。
家住经济开发区的郑女

士特意开车载着5岁半的女
儿，前来参观大剧院，并买了
两张《雪孩子》的演出票。“这
将是她第一次看儿童剧。”郑
女士说，女儿能在这样高档的
剧院里观看儿童剧，不仅享受
更是开眼界，让她从小受到高
雅艺术的熏陶。

据大剧院工作人员介绍，
仅一上午时间，共计卖出《雪
孩子》演出票2000余张。此外，
家庭套票、特惠票也成为了今
天的抢手货。

生鲜鸡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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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红枣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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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金龙鱼花生调和油5
升(元)

大润发新华店 4 . 1 4 1 . 8 62 . 9

振华超市 9 . 99 4 . 59 2 . 99 1 . 8

沃尔玛 9 . 9 3 . 8 3 . 99 1 . 8 65 . 9

乐购 10 . 58 4 . 2 4 1 . 8 62 . 9

28日，市区各大超市民生商品标价一览

民生商品价格连连看

(与超市标价牌一致，与实际交易价格可能有出入，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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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银座家居给力实在、直惠
消费者的十一促销活动，即将拉开
大幕。每次促销活动，银座家居本着
实在优惠的原则，给顾客带来实实
在在的优惠，深受广大顾客的喜爱
和认可。在此次十一活动到来之际，
银座家居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选择
深受大家喜爱的实用的海信46寸液
晶电视、松下滚筒洗衣机、沁园直饮
机、格兰仕光波炉、九阳豆浆机、苏
泊尔三层复底蒸锅、飞利浦电吹风、
电须刀、爱仕达炫彩水壶等名牌家
电赠礼，真正实现了消费者置家一
站式购齐；同时，为了回馈鸢都市
民，潍坊银座家居本次国庆促销活
动还免费抽取汽车、金条、山东一卡
通及现金大奖。

商场在推出自己活动的同时也
联合众商家和工厂开展了力度空前
的促销活动，层出不穷的打折、优
惠、返利、送礼等促销活动将给顾客
带来一场精美实在的置家盛宴。

银座家居十一盛宴

再掀家居消费狂潮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 马
媛媛 通讯员 孙文)28日，
由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办
的山东省眼底病诊疗新进展
学习班和眼病的社区防治学
习班隆重召开。医院院长宋
书凯出席开幕式并致词。山
东省千佛山医院党光福教
授、青岛眼科医院黄钰森教
授等省内外百余名眼科专家
齐聚一堂，就眼底病和白内
障两大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与研究。医院眼科主任张杰
主持了开幕式。

开幕式后，邓爱军博

士、李聪伶教授、杨连洲教
授、曹永亮副教授、党光福
教授、黄钰森教授、祝寿荣
教授、朱玉广副教授分别做
了题为《眼缺血综合征》、
《玻璃体切割手术联合玻璃
体腔注药治疗晚期糖尿病性
视网膜病变》、《眼科疾病的激
光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
变并发症的治疗时机》、《一片
式非球晶体眼内不同位置对
视力的影响》、《多焦点人工晶
体新应用体会》、《如何面
对Phacohe和ECCE》、《白
内障手术的激光控制》的讲

座。
本次学习班学术内容新

颖、临床实践性强，使学员
们更好的了解并掌握了眼底
病诊断与处理的原则与最新
进展，掌握了白内障手术的
技巧，受到了全体学员的好
评，并就有关热点和实际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使大
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提
高。此次会议必将推动潍坊
市及我省眼科专业的发展，
更好的提高眼科病变的治疗
水平，为加快全省眼科专业
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举办

山东省眼底病诊疗新进展学习班

28日上午，潍坊万锦商业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2013万锦
皮革城开幕仪式”在南广场盛
大举行。这意味着万锦集团即
将进入全新的运营轨道，踏上
全新的征程。

仪式上，黄董着重指出万
锦皮革城将会以全新的经营理
念，先进的管理模式，优秀的
运营团队，质优价廉的商品呈
现给广大消费者，公司将全力
打造市场成为诚信经营、文明
消费的最佳购物场所。

万锦皮革城成功开幕后，
作为一站式购物殿堂不仅丰富
了潍坊的经营格局，而且满足
了广大消费者高档次的生活需
求，提升了整个城市人民的生
活品质，同时，对整个城市的
建设及国际化进程起到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

万锦皮革城开业

为深入打击违法经济犯罪行
为，提高执法成效，近日，潍城经
侦大队以执法廉政、执法规范、执
法服务为工作目标，抓住“三个坚
持”，全力提升对辖区经侦服务水
平和对辖区经济犯罪打击力度。

徐宏明

潍城经侦“三个坚持”

提升服务水平

国庆买家电到三联

三联家电今年誓以“进价”、“打
折”、“直降”、“豪礼”四大独门利器，
给所有消费者带来真正的低价和真
正的实惠。三联还与厂家联合推出
礼品赠送行动。上千套茶吧、挂烫
机、落地扇等生活用品，还有摄像机
等时尚的度假用品……

在赠礼风暴中，消费者不但可
以享受到基本赠礼，购买特定的机
型或满规定的数额购买，还可获得
附加赠礼，老顾客、会员也可以享受
加赠活动。三联今年“国庆”针对新
婚族及购房新居人士推出了一居、
二居、三居、书房、厨房及健身房等
近百种家电“套餐”。同时根据一些
有需要的消费者，制订出了套购厨
卫、空调及彩电等品类的低价方案，
且特意开通了导购通道，既可得到
店员细心服务和接待、全程导购、打
折等一系列的优惠，还可享受快捷
的送货及安装服务，旨在为消费者
精选出最适合的低价方案。

此次黄金周攻略还有一个亮点
是预先交定金得大礼的预定券。预
交1000元加赠双驱动神拖、预交
3000元加赠挂烫机、预交5000元加
赠落地扇，预交10000元加赠高档
茶吧。

李洋

本报讯 2013年9月16日，创维
集团在广州喜来登大酒店宣布“全
球首款全色域4K电视65E900U荣
耀上市”。全色域4K在国际电影
DCI标准下色域高达107%(NTSC
117%)，而普通电视的DCI标准只有
79%，色域面积整整提升35%，有效
弥补因色域低导致的失真、偏色等
缺陷，使色彩更鲜活，更符合人眼
健康视觉偏好。

创维天赐·4K极清 引爆国庆

创维4K极清全球领先上市，
且创维4K极清凭借最专业的4K全
时系统，实现每销售2台4K极清就

有一台创维。国庆期间，创维58寸
4K极清直降2000元，再加送1693元
大礼包，贺创维65E900U全球首发，
购创维指定型号65寸再送42寸网
络LED一台。且创维55寸3D云电视
国庆劲爆价5599元，50寸3DLED 国
庆劲爆价4399元。

创维天赐系统四大变革

引领云电视革命

创维天赐系统具备极简单遥
控器，六键即可全面操控；全悬浮
式操控UI，极简单操控界面、响应
快速，实现电视操控和电视节目同
步进行；跨界融合云平台，实现电

视节目与互联网影视的融合、以及
云电视时代的各方资源全面融合；
天赐系统独有的第二屏，智能手机
替代遥控器、鼠标键盘、游戏手柄，
麦克风等，还可以利用互联网丰富
的资讯资源发掘出视频背后更多
精彩内容。

创维荣膺2013年度

亚太地区最佳上市企业50强

近日，福布斯发布2013年度亚
太地区最佳上市公司榜单，创维数
码控股有限公司上榜，并同时荣膺
2013亚太地区最佳上市企业50强。
上 榜 亚 太 最 佳 上 市 公 司 5 0 强

(Fabulous 50)的企业，是福布斯从
亚太地区年营收或市值至少达30

亿美元的1220家企业中筛选出来
的。福布斯亚太地区榜单负责人表
示，创维集团优秀的产品，及在亚
太区家电市场的出色表现，是创维
集团上榜的主要原因。

创维蝉联“全国售后服务

十佳单位”称号

9月8日，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和
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联合举办
的“第六届全国售后服务评价活动
发布会暨服务创造新价值论坛”在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评价

活动会上，创维被授予“全国售后
服务十佳单位”称号，也成为国内
彩电行业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创维集团的再次蝉联“全国售后服
务十佳单位”，与创维集团不断坚
持的服务革新密不可分，也是创维
坚持品质为品牌基石的结果。

创维集团正是凭借领先的技
术优势、新颖的创新设计、不断创
新的服务品质，创维始终站在彩电
行业的第一线，带领行业先进的方
向，让消费者充分考验民族品牌的
技术、服务与品质。

创维电视潍坊区域抢购咨询
热线：0536-8212933

十十一一买买彩彩电电 就就选选创创维维
五大系列天赐荣耀上市 天赐·4K极清 引爆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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