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02 2013年9月2299日 星期日日

编辑：于晓敏 美编：小小鱼鱼

今日莱芜

资讯

再有一周左右，新鲜的红富士
就要开始上市了。本报与栖霞市人
民政府联合推出的“爱心苹果红齐
鲁”活动也进行得很是热闹，不少
市民纷纷订购苹果，希望给朋友一
个惊喜。爱心苹果专用包装箱已开
始印制，首批6000个祝福卡也印制
完成，想要订购的亲可抓紧了！

本报推出的“爱心苹果”全部
选用80级别(直径80mm)以上的优
质苹果，由烟台最有名的苹果产
地—栖霞市蛇窝泊镇产地直供。从
地头到餐桌的快捷销售渠道，减少
了中间环节成本，从而让市民吃上
真正实惠的烟台苹果。

此次活动推出的爱心苹果,共
分为10斤装、20斤装以及4个苹果

的礼盒装。其中共有3种级别:85级
别(直径85mm)每箱5公斤,80元；90
级别(直径90mm)每箱4个,40元；一
二级混合(直径80mm及以上)每箱
10公斤,120元。

苹果好吃，包装箱也要够抢
眼，让您在馈赠亲朋的时候满意。
栖霞市人民政府联手本报设计、印
刷专用包装箱,包装箱已经设计完
成，开始印制。

不少市民给亲友送苹果的同
时送上祝福，本报特推出了精心设
计的“爱心苹果祝福卡”，首期6000
张祝福卡已经制作完成。市民在订
购爱心苹果时,可同时填写祝福语,
在新鲜红富士上市时,我们会在第
一时间将爱心苹果和祝福语一起

送达。
“汇聚1元爱心基金，给需要帮

助的人一份希望。”在活动中，市民
每购买一箱苹果，我们就会捐出一
元爱心基金，用于公益事业，给需
要帮助的人燃起一盏温暖的幸福
灯。

为了让市民在给外地亲朋邮
寄时减少成本，本报联合顺丰、韵
达等快递公司，降低运送环节费
用，待红富士上市时，将以最优惠
的价格为市民进行投递。

如果你也想在吃上正宗、实惠
的烟台苹果的同时，为贫困地区的
孩子们献上一份爱心，赶紧加入到
我们的行列中来吧！

市民或团体可通过以下方式

进行订购:
订购电话:0634-6380118

网店:http://shop106287839 .t
aobao.com/

上门订购地址:莱芜市文化北
路46号市工商局7楼齐鲁晚报今日

莱芜
QQ群：219320709齐鲁晚报莱

芜读者群
红富士苹果将在10月中上旬

陆续上市，我们将在上市后的第一
时间内将苹果发送到读者手中。

爱爱心心苹苹果果专专用用包包装装箱箱已已开开印印 想想订订购购的的亲亲可可抓抓紧紧了了
首批6000个祝福卡也已印制完毕

宝 贝 聊 天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播报宝贝孟

佩玟，我今年五周岁啦，爸爸妈妈喜
欢叫我玟玟，爸爸妈妈非常爱我，他
们希望我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成

长，我也很爱爸爸妈妈哦，我希
望我们一家人能够幸福快乐地
永远在一起！下面，我就给
大家播报天气啦！

29日 星期日 多云 气温
14℃-26℃ 北

风 3-4级
30日 星期一 多云 气温15℃-
27℃ 北风 3-4级
1 0 月 1 日 星期二 阴 气温

13℃-26℃ 南风 3-4级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单衣类

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针织

长袖衫、长袖T恤。薄型套装、牛仔衫

裤、西服套装、薄型夹克

感冒指数：低发期

天气舒适，不易发生感冒；

污染物扩散条件：好

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

运动指数：适宜

天气较暖，比较适宜户外运动；

体感度指数：凉爽舒适

天气状况良好时，多到户外活动，并

可适当增加户外活动时间。

LG近期重磅推出的G2，给全
球手机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这款手机延续了LG在国际市场
一贯的关注度，LG G2自欧洲上
市后，不断刷新销售记录，打败了
同期上市的诸多手机。尤其是极
致边框的设计带来了极具震撼的
视觉效果，赢来了消费者的赞誉
和青睐。
LG G2旗舰智能机海外获赞

根据外媒报道，LG G2、三星
Galaxy Note3和索尼Xperia Z1是
目前能买到的最新的安卓手机，
也是销量最好的旗舰机。此外，根
据phonearena.com针对消费者做
出的一份调查问卷———“哪个才
是大家最想购买的安卓手机？”
中，LG G2以28 . 31%的投票赢得
了桂冠，Galaxy Note3位居第二，
索尼Xperia Z1第三。

从结果来看，LG G2的确不

负盛名。G2是第一台配备了1300
万像素并且搭载OIS光学防抖技
术的手机，同时还是第一批搭载
了高通骁龙800处理器的手机，更
有5 . 2寸1080p极致边框全高清
IPS硬屏，满足了消费者对新一代
智能手机多方面的要求。
LG G2极致边框
带来全新视觉体验

LG G2小边框大视野的设计
对于手机游戏玩家、资深影迷来
说是不可抗拒的。它采用了极致
边 框 设 计 ，左 右 边 框 各 有
2 . 65mm，在目前的手机市场中不
可多得。极致边框最大的优势在
于，在保证机身宽度不变的情况
下，加大了屏幕的尺寸。这样的设
计能给用户带来了非凡的使用体
验，在单手把持的情况下，既保证
了握机的舒适度，又保证了极具
震撼的视觉效果。总之，极致边框

的设计体现了LG G2注重用户使
用体验，以及精益求精的制造工
艺。
5 . 2”IPS全高清硬屏
享受顶级视听盛宴

除了极致边框设计带来的全
新享受，LG G2的屏幕也保持着
世界领先的超高水准。这块5 . 2”
IPS全高清硬屏依然出自LG电子
上游厂商LG Display，这保证了
G2在摄影摄像、视频播放以及游
戏中都会有着最接近自然的清晰
画面，即使再小的细节也可以真
实的表现给用户。另外，G2再配
合L G 电子的革新技术—D u a l
R out ing，使得整个机身更加纤
薄，观看效果更加整体化，令用户
体验到身临其境的影院效果。
G2创新功能
Quick系列获海外用户青睐

除了硬件上的超高配置，LG

G2还为用户提供了一系列创新
的实用功能，其中最受海外用户
喜爱的当属Quick系列功能。该系
列功能不仅使得手机操作更加便
捷，且与日常生活连接的更加紧
密，提供了最为方便实用的用户
体验。

Quick多任务：用户可以在主
屏幕上打开多个应用窗口，通过
调节窗口大小和透明度实现多任
务操作。

Quick遥控：该功能具有极强
的兼容性，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轻
松的遥控家中的电视、机顶盒、音
响甚至空调等。

Quick备忘录：用户可以在任
意界面写下或画出想要记录的一
切，即使在通话过程中也可以轻
松记录一切。

Quick翻译：用户只需要用摄
像头扫描文字、句子甚至是段落，

G 2 就 可
以轻松为
您翻译出
想要的语
言。

L G
G 2 在 欧
洲市场的
不 俗 成
绩 ，增 强
了中国消
费者的对
G 2 的 好
奇心和期
待 感 。近
日 ，更 有
LG电子的官方消息称，G2中国大
陆地区的首发权已经由京东商城
获得，希望G2能借着电商渠道铺
货迅速的优势，早日与中国消费
者见面。

外外媒媒：：LLGG GG22欧欧洲洲市市场场获获赞赞,,极极致致设设计计创创新新视视觉觉享享受受

为确保供电区的广大用电客户
在国庆节期间安全用电，莱芜供电
公司多举措确保节日期间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

该公司开展了以防火、防盗、防
破坏、防交通事故为主要内容的安
全大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及
时整改。将电力设施的保护、消防、
车辆交通安全工作落到实处，确保
不发生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和车辆
交通事故。节前对重要用户进行走
访，帮助查找解决用电方面的安全
隐患和用电困难。对辖区电力设施
重点易发案部位进行特巡视，采取
有力措施避免电力设施被盗窃破坏
案件的发生，同时做好电力设备保
护工作，确保不发生大面积停电事
故，多举措确保国庆期间安全供电。

莱芜供电公司：

保障国庆期间供电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 郭延冉)
27日，莱芜市爱心妈妈联盟成立

大会召开。大会按照相关程序通过
了《爱心妈妈联盟章程》，并由与会
的爱心妈妈联盟会员代表现场表决
选举出了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
长及副秘书长。市委副书记林殿玲
出席并作重要讲话。

据了解，爱心妈妈联盟是由社
会爱心人士自愿参加组成的旨在发
展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团体，是市
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同时是“春蕾
计划”的延伸和升级。联盟会员主要
对全市0-18岁的孤儿、残疾儿童、留
守儿童等各类困境弱势儿童提供无
偿经济援助和成长关爱。自今年7月
23日市妇联面向全市招募会员以
来，已有62个单位、部门的女干部、
工作人员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计
1778名登记成为联盟会员。目前报
名还在继续，这扇爱心的大门随时
为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敞开。

莱芜成立

爱心妈妈联盟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 王浩
奇) 由莱芜市政协书画联谊会、
莱芜市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爱我
莱芜共建美好家园”庆祝建国64
周年暨庆祝莱芜市美术家协会
成立20周年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28日在莱芜市美术馆举行，莱芜
市政协主席牛志春出席画展开
幕式。本次画展将持续到30日。

本次画展有莱芜市美协选

拔出的20余位画家，还邀请到全
国16省市24位国画名家携50余
幅精品力作参展。现场共展出字

画80余幅，其中市外画家的作品
有50余幅，作品涉及人物、山水、
花鸟等多种题材，具有很强的观
赏性和感染力。

画家林英印是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河南省美协山水画艺
委会副秘书长，以画黄土高原主
题的中国画著称。他的作品《野
山行》在现场展出，“黄土高原这
一题材经常被画家们遗忘，我这

幅画主要表现的是黄土高原的
悲壮、厚重和朴实。”林英印说。

人物画生动形象，山水画引
人入胜，花鸟画惟妙惟肖……现
场展出的作品题材多样，笔墨淋
漓、色彩斑斓，吸引了众多书画
爱好者和市民驻足欣赏。正在欣
赏画展的市民吴女士说：“我父
亲喜欢画画，我回去跟他说，让
他也过来看。”

莱芜市美术家协会成立20周年

莱莱芜芜举举行行中中国国画画名名家家邀邀请请展展

本报9 月2 8 日讯 ( 记者 于

鹏飞 通讯员 杨忠 ) 国内

首部《旅游法》将于10月1日实

施。为贯彻落实《旅游法》，9月
2 6日，莱芜市旅游局举办全市

旅游系统《旅游法》培训班。市、

区旅游管理部门、旅行社、星级

酒店、旅游景区、旅游商品企业

负责人等8 0余人参加培训。培

训班特请省内知名旅游法学专

家、律师——— 青岛市旅游监察

大队黄瑞鹏科长授课。黄老师

结合案例和多年从业经验，带

领大家系统学习旅游法出台背

景、重要意义、主要内容、法律

责任等，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

评。

莱芜举办

《旅游法》培训班

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山东泰山华艺纸业有限公司全
体股东:

经山东泰山华艺纸业有限
公司大股东提议，定于2013年
12月9日上午9时在山东泰山华
艺纸业有限公司2楼会议室召开
全体股东大会，商议更换董事
事宜，请按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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