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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十十三三级级泵泵站站逐逐级级提提水水
长长江江水水北北上上到到东东平平湖湖

本报泰安1月5日讯(记者
赵苏炜 ) 5日早上八点半，泰安
2014马年生肖特种邮票开卖。几百
位市民早早排队等在集邮公司门
口，1500枚邮票半小时卖完。

“我早上八点前来的，结果
排队已经上百米了。开始真担心
买不上，总算买到两张。”王女士
高兴地说。王女士平时并不算痴
迷集邮，今年是她丈夫的本命
年，她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就早

早地赶到现场了。
许多集邮爱好者比较有经

验，早早地在门前排队，从8点半
到9点，半小时的时间，1500枚邮
票全部卖完。

“我是集邮爱好者，这种排
队买票的场面每年都有。今天寄
出去的信特别有意义，因为邮戳
日期就是今天的，也就是首日
封。”市民黄振伟说。黄振伟在信
封上贴好邮票，给自己的省庄第

二中学办公地址发了两封信。黄
振伟说：“我给自己寄得是空信
封，就为了留个纪念，今天每人
限购买4枚，我们全家出动买了
不少张。”

“今天没有买到邮票的市民
也不要失望，明后天还会相继发
出一些邮票，1月6日出售1000枚，
1月7日出售500枚，每人限购4枚，
售完为止。”集邮公司副秘书长
王衍春说。

5日，肥城佰亿·中央街销售
中心正式开放。不少有购买意向
的市民到销售中心咨询，活动现
场还安排精彩节目表演、现场答
题和幸运抽奖，参与市民都有礼
品相赠。

5日上午，位于肥城新城路
商圈核心位置的佰亿·中央街销
售中心，正式与市民见面。销售
中心门口挤满了前来参加活动
的市民，大家排着长队领取礼品
和抽奖券。项目沙盘前，感兴趣
的客户向置业顾问咨询。新华书
店广场的舞台上精彩节目轮番
上演，台下掌声不断。

据了解，肥城佰亿·中央街
项目位于新城路商圈核心位置，
是肥城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也
是肥城唯一的大型时尚综合购
物步行街。

项目位分为两个路段，新城
路路段从向阳街到长山街为513

米，长山街路段从泰临路到新城
路为533米，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 . 9万平方米，致力打造肥城市

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观光
为一体的唯一大型时尚综合购
物步行街。中央街为1字形单通
道设计，每一间商铺都能分享人
流客流；同时设有21个出入口，9

部自动扶梯，实现与各大商场人
流的无缝连接。

据了解，为了保障成功运
营，项目采用统一规划、统一招
商、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推
广5大统一管理模式，把风险降

到零，把回报升到顶，积极为广
大投资商与经营商家打造轻松
赚钱的平台。

“我们项目的所有商铺都有
40年的产权，对外出售部分说是
‘绝版’也不夸张。”一销售人员
说，商铺的主力户型在20至40平
方米，总价不高，适合很多人群
购买，而且将来的投资回报可能
翻几倍。

(李亚宁)

黄河水和长江水

东平湖内“握手言欢”

3日，在八里湾泵站现场，静
谧的泵房北侧东平湖里碧波荡
漾，泵房南侧输水渠道内长江水
随风而动，顿起波澜。

“别看输水管道的水面上很
平静，其实地下水流速度很快。”
东平湖工程局施工科科长薛健波
说，八里湾泵站工程为南水北调
东线第一期工程南四湖——— 东平
湖段输水与航运结合工程的组成
部分，位于山东省东平县境内的
东平湖新湖滞洪区，是南水北调
东线工程的第十三级泵站，也是
黄河以南输水干线最后一级泵
站。这个泵站的作用就是让长江
水在泵机的牵引下提升高度，将
引来的长江水提升到一个制高
点，然后顺利流淌进一堤之隔的
东平湖。

“东平湖的给水源是大汶河，
而大汶河是黄河下游最大的支
流。八里湾泵站的作用就是让黄
河水和长江水在东平湖内实现融
合。黄河和长江都发源于青藏高
原，但是从无交集。而八里湾泵站
将改变这一历史。”东平湖管理局
的工作人员说，八里湾泵站建成
后，黄河水和长江水首次在下游
实现贯通。

横店影城

《警察故事2013》3D 片长110

分钟 票价60元 10:10 12:10
14:10 16:15 18:20 19:25 20:25
21:30 22:30

《史前怪兽》3D 片长90分钟
票价60元 10:50 12:35 14:20 16:00
17:40 18:50 20:35 22:20

《奥林匹斯的陷落》 片长115

分钟 票价50元 11:30 13:35

《私人定制》 片长115分钟
票价50元 10 :40 12 :50 15 :00
17:05 19:10 21:15

《救火英雄》 片长115分钟
票价50元 10 :20 12 :25 14 :35
16:40
18:00 20:05 22:10

《圣杯神器 :骸骨之城》 片长
1 3 0分钟 票价 5 0元 1 5 : 4 0
17:15 19:35 21:55

《等风来》 片长110分钟 票
价50元 11:15 13:15 15:15

元月份优惠活动：
1、元月份预存198元(另付10元
卡费)即可办理白金卡，会员观
影除限价片外一律20元通看！
(vip除外、限价片需补足差价)
2、会员购买卖品食品，享受8 . 8

折优惠！
3、会员通过横店手机APP客户
端购票，每周三、周四畅享18元
2D、3D通看(vip厅除外)

地址：宝龙城市广场 乘14、
K17、36路公交车到宝龙城市
广场站下车。

咨询电话：0538-8889588

★ 团 购 、包 场 热 线 ：
18067639052

圣大影城

《警察故事2013》3D 片长105

分钟 票价50元 10:10 13:15
15:10 17:05 19:00 20:55

《私人定制》 片长120分钟
票价50元 09 :50 13 :40 15 :40
19:30

《史前怪兽》3D 片长85分 票
价50元 09:50

《等风来》 片长105分钟 票
价40元 14:15

《救火英雄》 片长110分钟
票价40元 11:20 18:10

《圣杯神器：骸骨之城》 片长
1 2 5分钟 票价 4 0元 1 2 : 0 5
16:00 20:05

《风暴》3D 片长105分钟 票
价50元 11:50 17:40

《奥林匹斯的陷落》 片长115

分钟 票价40元 21:30

圣大影城QQ群：225369063

地址：市政府广场南侧(卜蜂莲
花超市北门)

影讯热线：8665555

微信：SDYC866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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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肥城城佰佰亿亿··中中央央街街销销售售中中心心
上上周周日日盛盛装装开开放放

马马年年邮邮票票昨昨日日首首发发
11550000枚枚半半小小时时售售罄罄

客户向销售人员咨询项目情况。 本报记者 李亚宁 摄

穿黄管道埋地下

不影响百姓种地

3日，东平湖北侧的玉斑堤。
堤坝南侧宽约40米的渠道里水流
清澈，深约4米。堤坝北侧穿黄工
程明渠里只有深约2米的浅水。

“这里是穿黄工程起点，长江水
到东平湖里的水从这开始穿过
黄河往河北、天津方向供水。”南
水北调穿黄河工程建设管理局
的工作人员说，长江水经13级泵
站提水到东平湖后，会分两路输
水，一路通过穿黄工程向黄河以
北河北、天津供水；另一路向山
东半岛供水。

东平湖的水到穿黄工程，
首先会经过一条长约2 . 4公里的
明渠，再从黄河南大堤以地下
埋管的方式穿过黄河黄河滩

地。从东平湖玉斑堤一路往北
走，明渠两岸建起高约2米的围
栏。“这渠道是2008年新修的，以
前都是庄稼地。”东平县南水北
调办公室工作人员说。

2 . 4公里长的明渠到达黄河
南大堤北侧，输水的干渠埋藏
进了地下。这个地方土地肥沃，
工程人员就采用地下埋管的方
式引流水源。现在工程已经全
部完工，老百姓已经开始在管
道上面种庄稼了。“埋管往下开
挖了14到17米，混凝土浇灌后，
直径也是7 . 5米，外径在9 . 5米。”
南水北调穿黄河工程建设管理
局的工作人员说。

铺90公里渠道

为“泉城”补源

在东平湖北岸陈山口出湖

闸东侧，有两道闸门，这里是济
平干渠的起点。

“以前这里是臭水沟，现在
都新修的岸堤，现在水深差不多
3米。”东平县南水北调办公室工
作人员说，上世纪50年代，老济平
干渠就建成，新修的干渠就是在
老渠道的基础上拓宽改造，济平
干渠东平段在2003年三四月份开
工，2005年建成试通水。济平干渠
工程在长江水引至山东之前，先
期调引东平湖水向济南市区及
沿途供水，可有效缓解省会济南
的供水危机，为“泉城”补源，改
善生态环境。

“现在经过半年多的运行，
水渠里水流不断，镇上的生态
环境也改善不少。”东平县旧县
乡工作人员说，新修的干渠两
侧都建起高约2米的围栏，水流
清澈，环境越来越好。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张玉国

2013年5

月20日，东平
八里湾泵站成
功 试 运 行 通
水，标志着南
水北调东线工
程基本具备通
水条件。长江
水进入东平湖
后，一路在位
山附近穿过引
黄隧道，向黄
河以北河北、
天津供水；另
一路向东，通
过济平干渠到
济南，再输水
到胶东地区。

出水渠新修的岸堤。（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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