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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十十对对牵牵手手嘉嘉宾宾可可获获拍拍微微电电影影
本报“假面单身party”已有近20人报名，想脱单可要抓紧喽

订报免收报名费

只要您的年龄在20-35岁之
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
收入，学历专科及以上，都可报名
参加“假面单身party”。报名时只
需携带个人身份证和单身证明，
到报名点填写报名表，报名费50

元。
为回馈长久以来支持本报的

广大读者，本报特在“假面单身
party”举办之际推出优惠活动。
如果您想报名本报“假面单身
party”，同时有订购报纸的打算，
那就有福啦！在活动报名期间，
180元订购一年《齐鲁晚报》可免
费参加“假面单身party”。咨询电
话15106456961，15206456961。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曲彦霖

“家庭消防总动员”

等你来报名

爱心苹果

订购方式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曲
彦霖 孙淑玉) 本报主办的
限量版“假面单身 p a r t y”将
在1 1月1 0日与您相约度上酒
吧 (芝罘区市府街74号 )。现场
牵手成功的前十对嘉宾，每
对嘉宾将获得月亮湾婚庆礼
仪提供的价值2 5 0 0元的微电
影拍摄一套！报名首日已经
有近 2 0位单身青年报名，更
有女白领提前“占位”。如果
您也想在假面 p a r t y上寻找
与 自 己 情 投 意 合 的
Mr.Right，来试试吧！

“我想参加party，给我留
个名额行吗？”在接待了不少报
名者之后，工作人员4日接到了
这样一通电话，来电的姑娘姓
王，24周岁。

小王说，毕业后身边的闺
蜜都一个个有了归宿，越发衬

托出自己的孤单落寞。正发愁
光棍节怎么打发，本报举办

“假面单身party”的消息传到
了她的耳朵里。这让她来了兴
致，“只要不是尴尬的自我介
绍和条件匹配，啥都好说。”

家里的催促逐渐给她增
加了压力，可她仍然不愿意见
亲朋好友介绍的相亲对象，

“我觉得太难为情了。”她仍然
希望能自己找到一份纯真的
感情，“有的人你看一眼就感
觉对了，就是他。”

无奈近两天正值单位培
训无法脱身，她打电话央求工
作人员给她留个名额。

“假面单身party”的消息
传播出去首日，就吸引了近20

位单身青年报名，还有众多咨
询电话。

party时间定于11月10日下

午2点开始，帅哥、靓女们可以
尽情地精心装扮自己，不必慌
张。活动地点定于度上酒吧(芝
罘区市府街74号)，报名后请尽
可能本人到场。报名人数限定
在100人，男女对半，想报名的
您得抓紧啦！

又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本报特为现场嘉宾准备了大
礼。现场牵手成功的前十对嘉
宾，每对将获得月亮湾婚庆礼
仪提供的价值2500元的微电影
拍摄一套！对于想上镜或者有
演员梦的朋友们来说就更是难
得的机会了。报名咨询电话：
15106456961、6879060。

同同一一个个小小区区，，竟竟有有俩俩电电费费标标准准
原来是开发商二次供电导致，近期将实行统一正常电价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王
伟平) 近日，黄务街道官庄社
区的居民反映，他们买了昊佳
花园小区二期房子，交房装修
时，所有二期居民用电都是1 . 3

元。装修结束后电费却出现了
差别，有的收0 . 55元/度，有的
仍收1 . 3元/度。

4日上午，记者来到了昊佳
花园小区二期。在采访过程中，
当记者谈到他们的电价时，居
民都议论纷纷。

90号楼的居民刘先生说，
昊佳花园小区二期有不少官庄
社区旧村改造的回迁户，但大
部分业主并非官庄社区的居
民。“装修时，所有业主用电每
度交1 . 3元，装修后，官庄社区
的老住户给予照顾，电费收
0 . 55元/度；不是官庄社区的原
住户，则一直按 1 . 3元 /度收
费。”

居民张女士说，这种情况
持续一年了，“这么贵的电，真

是用不起啊！”
电费还能根据是否是原

居民而区别收取吗？记者咨
询了烟台市供电公司，工作
人员介绍，该小区二期居民
用 电 属 于 开 发 商 的 二 次 供
电。由于居民们的电费是交
给小区物业，具体问题需要
咨询物业。

记者随后试图联系开发
商，因开发商原住址发生变迁，
办公电话一直未能打通。

就差别电费的事情，记者
随后咨询了昊佳花园小区物
业。物业的工作人员称，昊佳花
园小区的供电属于临时用电，
变压器等设备的产权仍在开发
商，他们只是按照开发商的委
托而收取电费的。

但物业告诉记者，他们正
在与供电公司洽谈，准备把小
区二期居民用电设备产权移交
给供电公司。近期，居民用电将
实行正常统一电价。

老老爷爷子子放放弃弃爬爬山山，，在在家家等等爱爱心心苹苹果果
喜人的大苹果让老人乐得合不拢嘴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王
永军) “收到女儿送的爱心苹
果真是太开心了。”4日下午，家
住莱山的初老汉放弃了和朋友
一起爬山的约定，专门等待女
儿订购的爱心苹果送到门。拿

到爱心苹果，老爷子高兴得合
不拢嘴。

“终于见到了爱心苹果。”4

日中午，76岁的初老汉收到了
本报工作人员送上门的爱心苹
果。

初老汉告诉记者，女儿给
他订购了2箱爱心苹果，听说4

日就能送到，他特意放弃了和
朋友相约爬山的机会，专门等
待苹果的到来。

老爷子告诉记者，他特别

喜欢吃苹果。看到本报的爱心
苹果又大又红，品质特别好，可
把他给高兴坏了。“还是女儿贴
心，知道老人的想法。”这两箱
苹果是孩子的心意，尤其让他
感动。

本报的爱心苹果全部来自
果都栖霞。此次“栖霞苹果红齐
鲁”爱心公益活动推出的爱心
苹果有80级别和85级别的，其
中80级别的毛重20斤左右，每
箱120元；85级别的毛重10斤左

右，每箱80元。另外还有贴字苹
果，苹果上印有“健康平安”等
字样。

“栖霞苹果红齐鲁”爱心公
益活动最重要的就是活动的公
益性。市民每购买一箱爱心苹
果，本报将拿出一元钱用于公
益事业，您的一个小举动就可
能帮助到他人。

您如果也想品尝到正宗栖
霞苹果的滋味，同时给亲友送
上祝福，赶紧订购吧！

莱州市程郭镇高郭庄村
有一棵剪成了伞状的45年的
老冬青，成为当地一景。冬青
树呈伞状，栽在院内题写“如
意”两字的照壁前，有5米多
高，比东厢房屋顶还高出一
截；“伞”的直径有4米多；冬青
根部直径20多厘米。

“我这棵冬青是45年前，
莱州引进第一批冬青树时托
关系弄来的。”户主老林说，这
棵冬青给他家带来不少人气
和祥和之气。
通讯员 战文平 孙政黎
本报记者 柳斌 摄影报道

本报11月4日讯(通讯员 刘
明 史宝杰 记者 苑菲菲 )

想让孩子学习消防知识的同时，
又能得到游戏的乐趣吗？想跟孩
子一起参与到消防活动中来吗？
那么，快去辖区的消防大队报名
吧。4日，记者从烟台市公安消防
支队了解到，在11月9日“消防日”
到来之际，消防将举行“家庭消防
总动员”竞赛活动，让市民参与到
消防活动中来。

比赛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
庭组成一支队伍，每支队伍3名参
赛人员，其中孩子的年龄在8-10

岁之间。此次“家庭消防总动员”
竞赛活动的决赛，将被安排在11

月8日上午进行。在决赛之前，各
消防大队要先进行一次预赛，预
赛最终会选拔出一个家庭，代表
本辖区消防大队，参加最终的总
决赛。

比赛内容为，爸爸听到命令
迅速穿好战斗服，从规定的起点
携带两盘水带跑到警戒桩处放下
水带，然后绕行警戒桩一圈返回
起点后与孩子击掌。然后由孩子
携带水枪头跑到警戒桩处，将水
枪头递给在此等候的妈妈并击
掌，妈妈随后将水带打开并连接
水枪头，抱水枪跑到起点后喊

“好”，举手示意，表示完成比赛项
目。

比赛中如头盔、水带、水枪等
物品掉落，需要返回捡起来继续
比赛。比赛最终会依照每个队伍
完成的时间来汇总排名。具体的
比赛规则以各消防大队的说明为
准，有想参赛的爸爸妈妈，可以到
辖区消防大队报名。

电话:6879078、15668099162；
网店
http://shop106287839 .taobao.com/；
报社订购中心0535—6879078、
15668099162；
芝罘东区域15563860788；
芝罘南区域15563860711；
幸福区域15563860708；
凤凰台区域15563860779；
开发区区域15563860775；
福山区域15563860671；
莱山区域15563860700；
牟平、高新区区域15563860673。

45岁老冬青

1、《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记者站：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
大厦16楼1603室,报名咨询电话
6879060,15106456961；

2、幸福发行站：烟台芝罘
区环海路23号烟台广播电视报
社印刷厂院内(国家电网与石
油库夹道往里走300米)，报名
咨询电话15563860708；

3、开发区发行站：开发区
珠江路37号金城小区网点，报
名咨询电话15563860770；

4、福山发行站：福山区福
海路中段美迎美家一楼，报名
咨询电话15563860770；

5、牟平高新工作站：商业
大厦西100米百盛烧烤旁，报名
咨询电话15563860673。

五处报名点及咨询电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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