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9 月 27 日讯 (见习
记者 许妍 通讯员 张
承光 李桂英 ) 今年的国
庆节黄金周即将来临，日照
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警
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谨防各
种消费陷阱。其中，特别提
到，旅游时候一定要签书面
合同，并索要发票。

警示中提到，想要外出
旅游的消费者，首先要学会
识别旅游广告宣传，并且选
正规的旅行社。

其次，一定要与旅行社
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并且记
住索要正规发票。

合同中应明确约定旅
游行程，包括乘坐的交通工
具、住宿标准、餐饮标准、游
览景点、娱乐标准、购物次

数、旅游保险。
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

和违约责任及出现纠纷的
解决方式等，签订旅游合同
时，市民们要仔细审查合同
条款内容后方可签字，索要
发票。

节日促销已成为众商
家的经营之道，节日期间消
费，市民们首先要提防以虚
假“打折”、“让利”、“甩卖”
为诱饵的引诱消费。

其次，面对节日前后商
家 的 全 场 打 折 、“ 买 一 赠
一”、购物返券等促销活动，
消费者学会识别常见三种
消费陷阱：虚假打折、循环
消费、抛售积压商品。

再次，还要做到货比三
家，保持理性消费。

另外一个，对于赠品要
检查看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在购买食品时要注意：
购买定型包装食品时要注
意查看食品外包装上是否
有“QS ”标识、生产日期、保
质期、生产单位等信息。

购买散装食品时，要注
意选择有防尘设备的食品，
同时也要注意生产日期等要
素。

市消协提醒广大消费
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
时，一定要索要消费凭证，
并且消费凭证上应注明商
品或服务项目、名称、数量、
价格等内容。

“发票是消费者维权的
重要凭证。”日照市消协一
工作人员说。

日照市消费者协会发布十一黄金周消费警示

旅旅游游书书面面合合同同要要列列清清权权益益，，还还要要记记得得开开发发票票

各种婚礼要参加

聚个小餐玩个够

@天真小朵：中秋、十一假期还没怎
么过，就收到一堆红色炸弹。而且个个
都是重量级的，看着我都肉疼。这两天
QQ空间被连篇的婚纱照占据着眼球。各
位大神，嫩们就不会把结婚日期都分散
开点么。

@37度巨蟹男：年年十一都纠结：出
去旅游人山人海，宅在家里太浪费，逛
街购物挑花眼，翻开书其实读不了几
页…年年都是这样，马上又是国庆节，
是去比肩接踵的旅游景区转转，还是收
到"红色炸弹"参加各种婚礼。

@2013年没什么大不了的：十一长假
怎么过？由日照出发至兰州喋一碗拉面，
再去青海湖的有木有？求同行伙伴，火车
旅途，男女均可，年龄不限，你会喜欢的。

@xiaohuihui9721：十一假期！期盼已
久！出去溜达溜达，吹吹风，见见朋友，
聚个小餐！玩个够！

宅在家也享受

要做七天男佣

@日照老鬼：朋友问我十一准备怎
么过。我说，与其挤在车流中半天不动，
不如在家里凉台上看车流如龙；与其在

海边看人头攒动，不如在家做个瞌睡
虫；与其在泰山山下看人潮如涌，不如
在家做七天男佣；与其在各种聚会中把
胃喝痛，不如在家把茶泡浓；七天假日
你耍美、玩美、吃美赛过活龙，收假上班
之日仍然变成一条虫。

@空白abcd：国庆7天假期，你可以
每天睡够15小时，打完n次方局Dota，喝
掉n瓶啤酒，宅在家比挤入景区看胳膊
臂膀好多了。

@大司马缸砸光：十一出去玩？开玩
笑，没车没房没对象，到处都是结婚的，
出去玩找刺激啊。还是在家宅着，省钱
环保还能减排。在家看个电视上上网，
多睡睡觉涨涨膘才是比较实际的。

@麦田失落：十一想好怎么过了，在
家呆七天，一天一顿饭，补完所有更新，
备一个月份的课，看一本书，剪个头发，
思考一下将来，悠闲，宁静，致远……

很想回家看爸妈

但是买不到车票

@历史马车夫：你们中秋都是怎么
过的？吃月饼，赏月，陪家人吧？兄弟我
不是，我一直在用360刷火车票，就是为
了十一假期能出去玩，中秋这两日我连
续刷了两天10月6日的返程票，竟然一张
硬座都没有，站票倒是一直都有!哥们我
挺纳闷，这票究竟都到哪里去了？？

@Coco徐可可要乖乖的：现在都什
么状况，现代人都怎么这么积极···火
车票提前 1 0天就都没有了？？ 啊啊
啊···一张都没有了···我的十一怎么
过···求骚扰··

@喵也喵也：我12日就开始抢1号的
票了，但还没抢到……

每逢节日生旧情

心中还是有个TA

@沙漠鱼Yan：马上十一了，大家都
应该在安排着怎么出去游玩吧。可我却
不想去想下个月份，10月。最近忙着论
文，忙着答辩. . .不管再忙，一有空闲依然
能想到一个问题。每逢佳节倍思亲，算
是深刻的感受到了。什么节日，什么假
期，都只会化成深远的怀念..

@猜猜猜猜猜猜1：刚刚结束了一段
感情，每次想起她的时候胸口还隐隐发
痛，十一怎么过，在颓废中度过，还是出
去旅游，还是闷头睡觉，真的不知道，还
是很难受，想哭得感觉 。

@融化的山：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
次愁十一怎么过。上大学以后的假期要
么回日照要么谈恋爱旅游。现在也想跟
好朋友旅游，但日照姑娘们要么出国要
么准备出国 其它姑娘们要么上班要
么处对象。没有事做也没有对象的我傻
了。 见习记者 杜光鹏 整理

本报 9 月 2 8 日讯 (见
习 记 者 林 萍 ) 9 月 2 8

日，日照汽车总站迎来国庆
节前首个客流小高峰，当天
送客量达 2 . 1 万余人次，比
平时增加 50% 左右，加班车
辆达 34 余辆。

早上 6 时许，虽然还下
着淅淅沥沥的秋雨，但早起
的旅客已经从城市的四面
八方涌来，给沉寂了一夜的
日照汽车总站平添了些许
喧闹和生机。候车厅几乎是
在霎时间爆满，被旅客挤得

水泄不通。
“今天主要以学生流、

务工流为主，我们一大早就
开始忙碌，一直到下午 2 点
左右，客流才逐渐减少。”汽
车总站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据统计，当日加班车辆
达 3 4 余辆，长途发车区送
客量达 2 . 1 万余人次，与平
时 1 . 4-1 . 5 万人次相比，增
加了近 50% 。

其中以淄博、潍坊、枣
庄、临朐、新泰、东营、滨州
等方向客流为主。

“随着国庆节的日益临
近，客流量将越来越大，有
出行打算的市民最好提前
购票，并做好出行规划。”日
照市汽车总站一工作人员
提醒道。

此外，日照市汽车总站
也已准备好充足的加班车
辆 ，并 给 各 个 岗 位 增 派 人
员，整个假期期间全站人员
不休班，从人力和物力上全
力保障节假日运输工作任
务，保障十一旅客运输走得
及时、走得安全。

汽车总站迎来节前首个小高峰

昨昨送送客客量量22 .. 11万万余余人人次次

▲28日，日
照汽车总站迎
节前客流小高
峰，主要以学生
流为主。

本报通讯员
高纪峰 摄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隋忠伟

>>KTV

各种给力优惠

让您欢快度假

国庆长假，和朋友聚会、跟情侣
约会，K歌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娱乐项
目。

记者从大家乐KTV了解到，国
庆期间10月1日至10月5日晚8点30分
至9点30分举行互动礼品赠送活动，
包括幸运砸金蛋等活动，高档红酒、
高档洋酒、啤酒10瓶及精美礼品等您
拿，参与即可获赠海量礼品。

大家乐KTV谭主任说：“国庆节
期间，只要购买一小时包房费，即可
享受午夜专场6小时尽情欢唱，还可
以购买任意套餐即可免包房费，持
会员卡还送爆米花一份。”

此外，凡是活动期间消费的顾
客，不管消费多少金额，都可获赠10

月份免费欢唱2小时免费券一张，仅
限会员参与。店内国庆节套餐最低
198起可欢唱6小时，内含啤酒10瓶果
盘1个、干果4份、爆米花1份。

英皇量版式KTV方面，店内工
作人员介绍，国庆期间，该店买2小
时送2小时免唱劵，超市购物满188元
可参加抽奖一次，中奖率100%，特价
酒水买赠等活动。

针对不同时间段，英皇量版式
KTV还推出了白天场(12点—18点)

和夜晚场(19 点—次日 2 点)的优惠
活动。

持各高校学生证或会员卡，白
天场房间费买一送一，买 2 小时包
段，最多可包 6 小时。

夜晚场买 2 送 3(买 2 小时送 1

小时，再送白天场 2 小时)，另有多种
三小时包套套餐供市民选择。

>>电影院

多部魔幻大片上映

感受 3D 立体感

记者从大地数字影院了解到，
国庆节档期有多部3D大片上映，供
市民观看，店内也推出了一些优惠
活动，让市民轻松观影。

“近期上映的《全民目击》和《非
常幸运》比较不错，男的可以选择看

《全民目击》，影片展现的是成熟男
人间的智斗故事，而女生比较适合
看《非常幸运》，跟《非常完美》一样，
都是讲述苏菲的故事。”大地数字影
院经理王大卫告诉记者，国庆节期
间推荐市民看《白狐》、《狄仁杰之神
都龙王》、《逃出生天》、《神奇》，这几
部片子都是3D影片，影片的3D效果
都十分立体逼真。

他说，为方便市民在国庆节期
间优惠观影，凡大地会员在售票前
台购买2张及2张以上影票即送1张7

元卖品抵扣券，凭此券当日克购买
幸运7周年套餐(1份大爆米花+2大杯
饮料)。另有双人分享套餐23元(中爆
谷+果粒橙2瓶)和温情热饮套餐25元
(中爆谷+咖啡/奶茶2杯)。购买任意
一款常规套餐即可获得1张7元中爆
米花兑换券，顾客凭此券到小卖前
台兑换中爆米花只需支付7元即可，
兑换期限为10月7日至11月7日。

《白狐》是28日刚上映的一部电影，
最大的卖点在于魔幻题材，而且《白
狐》除了魔幻，还有爱情因素在里面。
此片加入新鲜卖点—百分百现场实拍
真3D，全镜头无需转制，效果逼人。

影院还推出充值送观影优惠券
活动，单次充值达到200元，赠送一张
7元观影优惠券，单次300元送两张，
500元送4张，用会员卡买票、买小卖
还将享有双倍积分。

呼呼朋朋唤唤友友唱唱歌歌观观影影去去

各各种种精精美美礼礼品品等等您您来来拿拿
十一长假是朋友聚会的好机会，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看电影、

喝酒、唱歌，不亦乐乎。不过，长假也是KTV、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最
忙碌的时间，如何让合理安排休闲，也有窍门。

这个十一怎么过？十一马上就要到了。这个长假，您打算怎
么过？旅游、聚会、睡大觉？还有没有其他更有意义的方式？你准
备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这个假期？亲们，欢迎秀出你的创意。

“十一”长假
将至，该怎么好好
利用这个假期呢？

有人想去旅
游，有人要回家看
爸妈，还有的选择
宅在家里休息七
天 ，不 管 怎 样 选
择，我们都希望能
有一个快乐的假
期。

假期要快乐，
更要学会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所
以在消费时，市民
们可要多个心眼
哦。

乐游

出行旅游

本报9月28日讯 (通讯员 邢宪
蕊 ) 今年以来，国网莱西市供电公
司定期组织技术人员对辖区企业客
户进行走访，帮助企业检查用电线路
及设备情况，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己
为30余家企业提供了用电服务。

本报9月28日讯(通讯员 温英
杰) 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加强做
好“典型经验”工作，各部门上下凝
心聚力，全力做好典型经验总结方
面工作，有力提升了企业管理水平
和信息化水平。

为企业用电设备“减负” 做好典型经验总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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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假期期间，去看场电影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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