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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大观峰

情情定定““三三月月三三””快快来来报报名名相相亲亲吧吧
本报相亲会再启动，相约春光里找个满意的TA，报名电话6982106

本报泰安3月12日讯 (记
者 王世腾) 春暖花开的季
节来了，还在单身的你赶快
结束单身吧！为满足泰安广
大单身男女的需要，本报将
在4月5日、6日举办“三月三”
大型相亲会活动。活动立足
公益，不向市民收取任何费
用，即日起，可拨打 0 5 3 8 —
6982106报名。

本报自2012年3月24日开
始举办相亲会，每年“三月
三”和“七夕”期间，都会搭起

鹊桥，举办大型相亲会。仅在
2013年的“三月三”南湖相亲
会上，现场报名人数超过600

人，共有1500多名单身男女报
名，寻找另一半，到现场参与
活动的市民人数更是超过 1

万人次。2 0 1 3年 8月 1 0日、1 1

日，本报主办的“七夕”相亲
大会盛大举行，两天时间1300

多名单身男女现场寻缘，近
万人次以不同方式参与，相
亲会已成为本报又一个公益
品牌活动。

2014年，在春暖花开、草
长莺飞的季节，为满足广大
单身男女的需要，本报将在4

月5日、6日举办“三月三”大
型相亲大会，为泰安众多单
身男女牵线搭桥，开启浪漫
之旅。相亲会现场将举办温
馨、热闹的互动环节，鼓励报
名者充分展示个人风采，寻
到满意的TA。

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
用，报名时需要出示本人身
份证。父母给孩子报名的，需

出示孩 子 的 身 份 证 或 复 印
件。如想在相亲卡放照片可
提供 5寸或 7寸个人靓照 1张
(电子版最好 )。如亲友代报
名，则需提供报名者所有信
息和代报名者身份证。

即日起，单身男女均可
报名，报名人数不限。欢迎企
事业单位集体报名。报名咨
询电话0538—6982106。报名
地点：泰安市望岳东路中七
里服务中心4楼，齐鲁晚报·
今日泰山编辑部。

本报泰安3月12日讯(记者 路
伟) 12日上午，全市食品药品安全
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公布2014年全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要点。婴
幼儿配方乳粉、肉类、食用油等市民
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今年治
理的重点。学校食堂及周边、农村、
超市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也将进
行专项整治。

2014年，乡镇(街道)将设立监管
所，在农村行政村和城镇社区设立
协管员，填补基层监管执法空白。

对于市民普遍关注的食品安全
问题，今年要着重开展好10项专项
整治，“这些专项整治主要涉及三个
方面。”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孟祥彬说，首先对重点品种专项整
治，开展婴幼儿配方乳粉、肉类、食
用油、食品添加剂、儿童食品等重点
品种专项整治。“学校食堂及周边、
农村、超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小摊贩和小餐饮等重点区域和重点
部位是今年要抓紧专项整治的区
域。”孟祥彬说，随着食品网络交易
等新形态出现，互联网销售“三无”
产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等违法
违规行为也是专项整治的重点。

此外，在药械领域，“两打两建”
专项整治和药品、医疗器械虚假违
法广告综合治理，集中整治网上非
法售药和信息发布，加大对中药饮
片、中药提取物和中药制剂生产的
专项监督检查。

本报泰安3月12日讯(记者
曹剑) 本报春季大型车展

将于3月28日至30日，在泰安市
体育中心盛大开幕。此次车展
汇聚40余个一线品牌，近200台
车同台争艳，购车还有大礼相
赠。日前，记者了解到，体育中
心入口展位，江淮金瑞4S店和
风行景逸4S店将携多款大空间
新车亮相，并且有大幅优惠。

本报第五届“泰山之春”
大型车展即将亮相泰安市体
育中心，记者从主办方了解
到，目前展位正处于招商阶
段，泰城主流经销商已经达成
参展意向。其中江淮汽车、风
行景逸、广汽丰田东风标致、
以及长安、海马、荣威、中华等
品牌悉数参加，绝对符合泰安
市民的需要。

江淮汽车金瑞4S店的苏
笑经理说，之所以参加齐鲁晚
报大型车展，基于双方多年合
作积累的相互信任。“负责招
商的业务员非常热情，你们提
供的平台非常好，‘齐鲁晚报
车展’已经是百姓心目中的品
牌。”苏笑说，参加车展也能提
高自身的品牌影响力，根据往
年车展销售数据，效果不错，
能增加销量。

据了解，江淮汽车本次将
携带瑞风S5、瑞风M5和瑞风
商务车一起亮相。其中，瑞风
S5处于9-13万元的价格区间，
相对于合资品牌而言便宜不
少。像倒车影像、TPMS智能胎
压监测系统、自动防眩目后视
镜、自动大灯、自动感应雨刷、
座椅调节记忆甚至主动头枕

都有配置，卯足了劲儿带着性
价比前来参展。

风行景逸4S店的乔丽经
理说，景逸X3和全新景逸XL

的升级版有望在车展上亮相。
X3是X5的改款车型。作为风行
品牌的最新力作，景逸X5自然
也不例外，它的长宽高分别为
4382mm×1835mm×1739mm，
轴距长达2690mm，与当前10万
元SUV车型相比，这样的尺寸
和轴距毫无疑问属于“先锋
型”产品，它营造的超大驾乘
空间，也为消费者带来更加舒
适自在的驾乘享受。“虽是改
款，但是空间不会缩小，我们
的车型优势就是空间大。”乔
丽说。

江淮4S店和风行景逸4S

店的相关负责人均表示，车展

上会有比较客观的优惠幅度，
欢迎泰城市民到车展上赏车
试驾。

据了解，车展准备四大精
彩看点，精彩之一：数百款车
型特价直销，差价补偿，让您
只有想不到的优惠；精彩之
二：购车抽大奖。一等奖是价
值5288元的Iphone土豪金手机
一部。此外电饼铛、电压力锅、
豆浆机等，只要订车就有机会
抽取大奖。精彩之三，车展三
天每天都有一辆特价车，价格
直降5万元，先到先得。本次车
展上，第四大亮点就是顶级豪
车荟萃、美女车模云集。

即日起，本报陆续推出春
季车展系列报道，每次选取一
至两家参展商的主打车型集
中介绍，敬请关注。

12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泰安
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市民出行又裹
上了厚厚的外套，大风吹得市民睁
不开眼。12日下午，市气象台继续发
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北风4-5级
阵风6级减弱到3-4级，13日最低气
温-1℃左右。 本报记者 路伟 摄

近日，徐家楼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组织医疗骨干到辖区内前灌
社区开展健康教育巡讲活动，讲座
重点围绕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
对慢性病的防治，煤气中毒如何处
理，骨折伤员如何抢救，心肺复苏如
何进行、限盐勺的正确使用等方面
做了详细的讲解。

本次讲座共吸引了近百位社区
居民，发放健康知识宣传手册82份，
限盐勺41个。讲座使社区居民提高
了对健康的认识，取得了良好的宣
传效果。 (谭春辉)

新泰的李秀云
请来领身份证
特巡警二大队在文化路执行校

园安保任务时见到一张身份证和一
本驾驶证。

身份证失主李秀云，新泰人，身
份证号后四位6702

驾驶证失主张立安，邱家店人，
证件号码后四位5410

请 失 主 和 特 巡 警 二 大 队 电 话
6235965联系。 (邢志彬 侯树虎)

食药监局重点整治

学校食堂和小饭桌

大风扰春光

徐家楼街道办
开健康教育巡讲

本本报报春春季季大大型型车车展展2288日日开开幕幕
数百款车特价直销，现场抽苹果“土豪金”

本报泰安3月12日讯 (记者
侯峰 ) 12日，两家爱心企业

的负责人在泰安市文明办的陪
同下，来到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看望刚进行完截肢手术的陈玲，
并带来4万余元善款。截至目前，
社会各界共为毛乐乐一家筹集
到近15万元善款。

12日上午，在泰山医学院附
属医院烧伤科病房里，毛乐乐正
在照顾刚刚做完截肢手术后母
亲。由于严重烧伤，毛乐乐母亲陈
玲的右上肢进行了截肢手术，仅
保留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右上肢。

“大家都很关心你，希望你
早日康复。”泰安市文明办副主

任李静和泰安移动公司、泰安联
通公司两家爱心企业负责人对
手术后的陈玲表示慰问，并带来
4万多元的善款。

面对社会各界的关心，毛乐
乐一家不停地说着感谢，“很多
好心人我甚至都不知道姓名，真
是太感激了，实在不好意思再麻
烦大家了。”

经了解，目前，社会各界共筹
集善款近15万元。陈玲的主治医
师李清华表示一些创面已经愈
合，截肢的缝线也已经拆除，腹壁
创面的坏死组织大部分已经脱
落，“下一步可以进行植皮，如果
顺利的话，很快就可以出院。”

毛乐乐一家昨日又收到4万多元善款

““妈妈妈妈手手术术成成功功，，很很快快能能出出院院””

泰泰山山火火车车站站临临时时候候车车室室1155日日启启用用
旅客检票、候车都从这里进站

本报泰安3月12日讯(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贾慧)

15日起，泰山火车站临时候车
室正式启用。因车站候车室改
造，启用时仅能容纳3000名进
站候车，车站工作人员提醒，
乘客到车站候车要比以前提
前点时间。如有困难和疑问可
拨打电话15153878696。

12日，在泰山火车站候车
室西侧，工人师傅已经搭建起
临时候车室，候车室内放了两
台安检仪，工人们正在调试设
备。“临时候车室已经主体完

工，15日起开始启用。”泰山火
车站工作人员说，临时候车室
为500平方米，能容纳200人候
车。火车站候车室改造期间，
旅客由临时候车室进站，在一
楼候车室及临时候车室内候
车、检票乘车。等进站口、二楼
候车室及售票厅西侧的改造
完成后，旅客候车检票再改为
二楼候车室。

“施工初期，因为进站口
和二楼候车室要进行封闭，旅
客集中进站时会有所拥堵。”
工作人员说，以往北去旅客在

二楼检票，南去旅客在一楼检
票。所有列车改为一楼检票
后，检票口会很繁忙。大约三
分之二的旅客都要在一楼检
票后，再上天桥到二、三、四、
五站台。

施工期间要经过“清明”
“五一”两个小长假，去年泰山
站单日发送人数已达到26400

人，今年预计发送人数与去年
持平。在这两个假期期间，泰
山火车站将施行限时候车：乘
车时间在2小时以内的旅客进
候车室准备乘车，2小时以外

的暂缓进入，以减少候车室候
车压力。“一楼候车室和临时
候车室总共才能容纳3000人
候车，限时候车是更好地方便
旅客上车。”工作人员说，旅客
进站时多观察站内的标示，到
达指定位置乘车。如果有困难
或疑问，旅客可找值班站长也
可拨打服务电话15153878696。

此外，售票厅施工期间，
为确保乘客及时购票，旅客可
通过互联网、电话订票或到较
近的代售点购票。

一行人到医院看望手术后的陈玲，和陈玲的女儿毛乐乐交
流。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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