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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咖啡香醇郁，浓情
至“齐都”。1月3日，著名国际咖
啡品牌星巴克在山东淄博的首
家店面——— 星巴克淄博商厦店，
满载给淄博人民的浓情和祝福，
在“齐都”“星粉”们的期待中、在
新年的喜庆气氛中隆重开业。从
此，星巴克将以其独一无二的星
巴克味道，幽雅舒适的环境，为
淄博市民打造的一个工作和生
活场所之外的“第三空间”，一个
家门口的公共会客厅。

开业仪式上，星巴克“星级
咖啡师”为来宾演绎了精湛的咖
啡调制技艺——— 拿铁拉花(Latte
Art)，被打成奶泡的牛奶如白色
的精灵，随咖啡师手腕轻转融入
咖啡中，美丽的图案跃然于咖啡
表面，与淄博陶瓷中的黑色釉面
上均匀布满银白色小圆点的“雨
点瓷”颇有几分神似。

特地赶来的市民赵先生说：
“喜欢星巴克，不仅因为在这里
能喝到高品质的咖啡，而且还能
享受到星巴克伙伴们的贴心服
务。”亲切、热情、专业，一直是星
巴克星级咖啡师给顾客的印象，
也正是这条情感纽带，使越来越

多的顾客爱上星巴克。依托星巴
克四十多年来对咖啡品质和专
业技能的不懈追求——— 只选用
世界上最顶尖的3%的优质阿拉
比卡咖啡豆，并经由星巴克独特
的烘焙方式；加上持续严格的培
训所带来的超卓技艺，以及对顾
客要求的理解，星级咖啡师们把
自己的热情融入到每一杯个性
化的咖啡饮品中，为顾客带来独
特的星巴克体验。

星巴克始终秉承着两大理
念——— 以热情的态度分享最优
质的咖啡、以独特的“第三空间”
体验吸引顾客。舒尔茨把星巴克
打造成办公室和家以外的第三
空间：就是一进门就能打动你的
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不是格式化
的，而是放松，闲适的感觉，包容
度很大。这种放松的感觉，星巴
克做到了。星巴克淄博商厦店的
门店环境贯彻了星巴克一贯的
独特品位与高雅格调，使人倍感
亲切温馨，宾至如归。

淄博店开业恰逢新年伊始。
遵从中国传统文化，星巴克每年
都会应景推出设计精美的生肖
系列产品，这已成为“星粉”们喜

爱和争相收藏的首选，今年星巴
克为淄博的“星粉”们带来包括
马年奔腾在内的四个系列产品，
饱含星巴克的浓浓心意和诚挚
祝福。1月3日，星巴克启动了“福
栗 周 ”，三 款 栗 子 风 味 的 产
品——— 福满栗香玛奇朵、吉栗飘
香白摩卡和福满栗香千层卷，将
为淄博市民带来别样的新年味
道，让满满的“福利”包围你。另
一款象征好运的如意桃花红茶
拿铁，口感香甜清新，也将为你

带来新一年的浪漫和好运。
淄水清清，蜿蜒而行。巍

巍博山，千峰竞秀。淄博以其
悠久的历史文化，熏染着每一
个热爱生活的市民。而星巴克
亦悉心营造出一处温馨的空
间，在这里，“齐都”人可像好
客养士的孟尝君一样结伴言
欢，亦可如渭水直钓的姜太公
一样自得其乐，在咖啡的醇香
中感悟人生。

(张晓梅)

新年伊始，星巴克飘香“齐都”

首首家家星星巴巴克克咖咖啡啡馆馆入入驻驻淄淄博博

星巴克咖啡公司成立
于 1 9 7 1年，始终致力于商
业道德采购并烘焙世界上
最顶尖的3%的优质阿拉比
卡咖啡豆。今天，门店遍布
全球的星巴克已经成为世
界上首屈一指的专业咖啡
烘焙商和零售商。星巴克
一直坚持对卓越品质和服
务的承诺，遵循其指导原
则，通过每一杯优质的咖
啡，每天为顾客营造独特
的星巴克体验。

欢迎来到星巴克或通过
网站www.starbucks .com和
www.starbucks.com.cn分享星
巴克体验。

星巴克中国北区副总裁蔡德 先生为星巴克淄博商厦店第一
位顾客送出咖啡。

星巴克咖啡公司

严格用餐和住宿标准，不组织宴请活动

各各区区县县两两会会劲劲吹吹““节节俭俭务务实实风风””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王亚
男 通讯员 高奇 崔立来) 4

日，临淄区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召
开，5日，临淄区十七届人大三次
会议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今
年，临淄区将围绕建设生态和谐
文明的现代化临淄，强化发展实
干和以项目建设为纲工作导向，
协调推进经济、文化、社会和生
态文明建设。

截至1月5日下午3时，临淄区
政协九届三次会议期间，大会共
收到提案133件。本次会议提案涵
盖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
域。对已立案的提案，大会闭幕
后，提案委员会将按照规定程序
及时送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

区长宋振波介绍，去年全区
生 产 总 值 完 成 8 0 7 亿元，增长
8 . 6%。地方财政收入实现49 . 4亿
元，增长8%，9个镇、街道财政收
入过亿元。临淄区更大力度推进
化工行业综合整治，累计投入资
金4 . 4亿元，关停企业693家，治理
企业560家，53家企业推行清洁生
产，“两年达国标、三年贴民标”
正逐步成为现实。

今年，临淄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
长9%左右，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11%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
10%左右，全面完成节能减排约
束性指标。

临淄区两会：

今年全面完成

节能减排约束指标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罗
旭君) 不摆鲜花也不放水果，
只有会议桌上的几个茶杯，这
就是张店区政协十一届三次会
议的主席台。近日，各区县会议
相继召开，记者观察到，今年各
区县的两会更加节俭务实，会
场布置简约、会议流程精简、领
导发言言简意赅。

据了解，今年各区县两会
依然采取10项改进文风、会风
的具体措施，简化会场装饰，压
缩了常委会和提案工作报告篇

幅与时间，增强讨论实效，鼓励
委员畅所欲言，讲真话、讲短
话，力戒空话、套话。会议还严
格用餐标准和住宿标准，不安
排红酒和白酒，不组织宴请活
动。

“去年的政协会议就始终
贯穿着节俭的主题，今年的会
议要求更加严格。”张店区政协
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秘
书组副组长鲁伊表示。

鲁伊告诉记者，在改进文
风方面，本次会议的不少文件

在篇幅上都有了明显减少，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就由去年的
7000多字减少到今年的5000多
字，篇幅压缩了将近30%。

在淄川区政协十一届三次
会议现场，记者看到，会场布置
同样简单，会议时间在两个半
小时内，而且统一安排自助餐。
在下午各小组讨论时，委员们
的发言言简意赅，不念稿，提出
的意见也十分中肯。

淄川区政协委员徐磊告诉
记者，本次会议给人耳目一新

的感觉，效率比以前更高了。
“以前大家都是拿着稿子念，现
在都是在谈实际情况，这样才
能更有实效。”

1月5日，高青县政协十三
届三次会议闭幕，记者在会议
现场看到，政协委员的桌面上，
除了姓名牌和会议材料外，没
有其他任何装饰品。

“为了贯彻八项规定，今年
两会与往年相比更简朴，桌上
没有摆放鲜花，地上也没有铺
红毯。”一名委员说道。

1月5日，张店区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在张店区政务中心召开。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相关链接

张店区政协第十一届三次会议：

把“履职为民”贯穿工作始终

本报 1月 5日讯 (本报记
者 罗旭君 ) 1月5日，张店
区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召
开，258名政协委员参加了此
次会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
告指出，政协将积极开展民
主监督，围绕教育、医疗、就
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涉及
民生事项的重大问题组织委
员开展视察和评议活动，助
推区委、区政府利民惠民政
策措施落到实处，坚持将履

职为民的工作理念贯穿到政
协工作的全过程。

政协委员要认真开展参
政议政，发挥政协作为党委政
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体察民情、倾听民声、反
映民意、传递民愿，促进群众
意愿得到更好尊重、群众权益
得到更好保障。

坚持将履职为民的工作
理念贯穿到政协工作的全过
程，做到重心下移、走进基层、

贴近群众。政协将精心组织政
治协商，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开展调
查研究、咨询论证，积极推动
各界民意进入区委、区政府的
决策程序，围绕教育、医疗、就
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涉及民
生事项的重大问题组织委员
开展视察和评议活动，助推区
委、区政府利民惠民政策措施
落到实处。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李超) 去
年12月31日，博山区两会闭幕，区长任
书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
要继续为群众办好10件实事。

这10件实事是：⑴资助3500名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⑵建成保障性住房
1100套；⑶实施区中医院迁址新建工
程；⑷扶持城乡自主创业人员，年内发
放小额担保贷款5000万元，带动就业
5000人以上；⑸改造提升报恩寺等7个
老旧小区、凤凰新村路等11条背街小
巷，建设3处农贸市场，在城区适宜路
段提升改造公厕10处，对38个村(社区)

实施村容村貌整治，实施美丽乡村建
设项目51个；⑹完成天然气入户5000

户，替代及新增供热面积80万平方米；
⑺新建改造农村公路30公里；⑻建设
居家养老服务信息中心，建成城市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20处、农村幸福院
30处、综合性老年公寓6处；⑼升级改
造综合文化站等基层文化设施，开展

“文化下乡”、广场文艺展演等活动460

场；⑽强化粮油食品检测，确保粮油食
品安全，升级改造1家放心粮油主食加
工配送中心，规范提升37家放心粮油
示范店。

博山区两会：

今年将继续为

群众办10件实事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王欣) 1月
5日，周村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
开，据悉，自十二届二次会议以来共收
到提案211件，其中从全局性公共利益
角度提出提案的占99%，下一步周村
政协将积极探索提案办理的新机制，
让提案真正能够落到实处。

新的一年，周村区政协将重点做
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突出打造精品提
案，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反映社
情民意，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是不断探索提案办理协商的新机
制、新途径、新方法，努力使更多提案
转化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周村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将探索提案

办理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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