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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宝 贝 聊 天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天气预报员陈一鸣，我今年四周

岁了。健康是最佳的礼物，知足是最大的财富，信心是最好
的品德，关心是最真挚的问候，牵挂是最无私的思念，祝福
是最美好的话语。
23日 星期三 晴转多云 14～25℃ 南风 3～4级
24日 星期四 多云 14～26℃ 南风 3～4级
25日 星期五 小雨 13～21℃ 南风 3～4级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较冷，建议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
舒适度指数：舒适，白天不冷不热，风力不大
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较易感冒，注意防护
运动指数：较适宜，气温较低，在户外运动请注意
增减衣物
紫外线指数：辐射较弱，涂擦SPF12-15,、PA+护
肤品
旅游指数：适宜，天气较好，丝毫不会影响您出
行的心情
太阳镜指数：需要，白天根据户外光线情况配
戴太阳镜
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适合擦洗汽车

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亓
玉飞) 4月19日，一汽奔腾莱芜
开隆4S店为2014款奔腾B90举行
了隆重的上市发布会。作为奔腾
品牌旗舰，“T动力更具吸引力”
的2014款奔腾B90代表了目前国
内领先的制造工艺和科技水平，
同时成为奔腾品牌第一个正式
搭载T动力的车型。

2014款奔腾B90搭载的中国
一汽4GC系列高性能涡轮增压
发动机，无论从性能还是品质
上，均在竞争市场上位于领先水
平。与4GC系列高性能涡轮增压
发动机匹配的是爱信全新第二
代F21系列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具有专门调校的13种自动模式，
满足驾乘者全路况自由驰骋的
需求。

作为奔腾品牌旗舰车型，
2014款奔腾B90同时还拥有炫目
夺人的魅力造型和舒适、安全及

智能等全面的实力领先科技配
置。这些与其旗舰定位相称的科
技装备，为2014款奔腾B90参与
主流中高级轿车市场的角逐再
添强劲实力。

在外观造型上，2014款奔腾
B90全新设计的格栅增强了立
体感和细节型面的处理，让整
车的科技感更加升华，也更具

动感气息。
在舒适性上，独具艺术感

的“瞳孔式量表”结构组合仪表
让人赏心悦目；双区独立空调
系统和空气净化装置，带来舒
适享受的同时也更具科技感；
驾驶员8方向电动调节记忆座
椅和前后座椅加热功能，让驾
乘更惬意。

在安全性上，2014奔腾B90

通过轻质却更加坚韧的高强度
材料的运用，实现了车身轻量化
与安全性的完美结合。

此外，2014奔腾B90还是一
辆智慧伙伴，MMI系统、PEPS智
能无钥匙系统、自动灯光控制系
统等为车主打造了一辆科技感
十足的智能座驾。

奔腾B90作为奔腾品牌旗舰
车型，将主攻追求高品质生活的
人群，彰显高端技术与极致品
质。据介绍，2014款奔腾B90的市
场指导价在14 . 58万-20 . 18万元
之间，上市后无疑将对中高级轿
车主流市场发起有力冲击，并预
示着奔腾品牌在一汽轿车未来
五年战略目标和规划的主导下
全面发力，同时奔腾品牌将在全
系各个产品应用T动力，全新T

时代的带来将引领奔腾品牌打
开全新和更广阔的市场格局。

全全新新TT动动力力 旗旗舰舰新新实实力力
——— 2014款奔腾B90荣耀上市

作为全球第八大轮胎橡胶
生产企业，YOKOHAMA(优科
豪马)轮胎携今年3月在中国上
市的低油耗轮胎新品———“蔚
驰AE50”参加了于2014年4月20

日-29日举办的第13届北京国
际车展，参展主题为“优科豪马
轮胎优异的抓地力带来的驾乘
安全性和驾驶乐趣”。

4月21日，优科豪马橡胶有
限公司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近
藤成俊先生(同时兼任上海优科
豪马轮胎销售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在优科豪马橡胶举
办的媒体晚宴上发表了致辞。
他表示，目前全球排名前20位
的轮胎厂商都已进军中国市

场，中国已成为全球竞争最激
烈的市场之一，2014年，优科豪
马橡胶计划将已达到一定规模
的中国事业基本框架进行重新
架构，在品牌构建、产能提升、
渠道优化及研发方面进行大胆
尝试与革新，以确立源于中国，
具有优科豪马风格的事业，力
争成为横滨橡胶集团亚洲地区
的领军人。

此次优科豪马轮胎针对中
高 端 轿 车 推 出 的 新 品“ 蔚 驰
AE50”采用了纳米聚合橡胶技
术，不仅具备出色的湿地性能，
还实现了低油耗并提高了耐磨
性。通过缩短湿地制动距离提
升了雨天行驶的安全感，是一

款兼具精准驾控、静音舒适及
环保节能的综合性能出众的产
品。此次，优科豪马轮胎还展出
了全球旗舰品牌“ADVAN”旗
下 的 高 端 车 轮 胎“ A D V A N
Sport V105”、街道运动型轮胎
“ADVAN NEOVA AD08R”、
SUV用轮胎“GEOLANDAR
SUV”等众多使用了橘油配方
的产品和主流的卡客车轮胎产
品。展台一角通过宣传板向观
众展示了即将在2017年迎来公
司成立1 0 0周年的横滨橡胶株
式会社的历史。

除了事业运营，优科豪马橡
胶也十分重视公益环保，2013年
优科豪马橡胶各项公益环保活

动成果显著，不仅被首届“美境
中国·绿色盛典”授予了“最佳企
业公众形象奖”，其子公司也因
环境贡献荣获了多项荣誉。优科
豪马橡胶希望成为扎根于中国
的企业，在提供高性能以及高品
质产品的同时，为中国强健的成
长和发展助一臂之力。

本报4月22日讯 (见习记者 刘
文彬) 近日,莱芜市智通房地产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简称“智通不动产”)

在莱芜市房管局完成登记备案手续，
成为我市目前为止唯一一家在莱芜
市房地产管理局网站上公示的专业
房产中介服务机构。

目前智通不动产主要从事房地
产营销策划代理、房屋置换、房屋买
卖、房屋租赁、房产评估、权证代理、
楼盘代理、地产合作、尾盘整合、按
揭贷款、投资咨询等业务。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房地产中
介机构必须按规定取得执业资格证
书，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以及税务部
门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方可开展房地
产中介业务活动，而执业资格证书
的取得，必须经过房管部门审查备
案批准。

相关人士提醒市民，在找房产中
介买卖二手房或者出租、租赁房屋
时，最好先看一下相关中介公司的营
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证件，并在营
业执照上看一看其注册资金，或者是
登录莱芜市房管局官方网站查阅下
备案的经纪机构名称。

智通不动产

莱芜人的放心中介

YYOOKKOOHHAAMMAA((优优科科豪豪马马))携携环环保保轮轮胎胎新新品品参参加加22001144年年北北京京车车展展

左一为优科豪马橡胶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陈
静) 4月23日是第19个世界读书
日。为了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
让孩子们更好地享受读书的乐
趣，本报和莱芜市图书馆赠书进
校园活动走进莱城区金城中心
学校。莱芜市图书馆为金城中心
学校的学生们准备了2 2 5册图
书，同时，本报面向莱芜市民征
集的百余册爱心图书也将交到
学生手中。

“世界读书日”的全称是“世
界图书与版权日”，又译为“世界
图书日”，今年的主题是“地球与
我”。1995年正式确定每年的4月
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设
立的目的是希望世界各地的人
们，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
穷还是富有，无论患病还是健
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
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
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

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据一项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显示，成年国民纸质图书阅读率
为57 . 8%，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
读量为4 . 77本；超五成的成年国
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这
组数据是不是带给你很大的震
撼？书籍是人类知识和文化的载
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一个没
有了书籍的世界将无法想象。为
此，本报联合莱芜市图书馆举办

赠书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从小
就养成“多读书、读好书、好读
书”的习惯，享受阅读的乐趣。

记者从莱芜市图书馆了解
到，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针对学生
们的年龄特点，选购了适合他们
特点的丛书。高馆长告诉记者，
希望学生们从小养成爱读书的
好习惯，让学生们充分享受到读
书的乐趣，真正把图书馆的服务
宣传落实到每个角落。

让让孩孩子子们们享享受受阅阅读读的的乐乐趣趣
世界读书日，齐鲁晚报今日莱芜、市图书馆赠书进校园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刘彬) 22日凌晨1时40分
左右，莱芜市钢城区里辛镇镇政府附
近，两辆货车发生追尾，追尾的半挂
车司机被困驾驶室内，情况危急。

莱芜市公安消防支队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后迅速指令辖区鹏泉中队
立即出动1辆消防抢险救援车，1辆消
防水罐车，15名消防官兵赶往事故现
场。现场可以看见，一辆半挂车撞到
另一辆货车尾部，半挂车司机腿部被
卡在变形的驾驶室内不能动弹，现场
一片狼藉，被困司机不停发出呼救
声，消防官兵快速爬上变形的驾驶室
实施救援。经侦查发现，变形的车体
将司机的下半身死死卡在座椅处，由
于驾驶室玻璃碎裂，被困司机上半身
已探出座位，身体无处支撑。已经变
形的方向盘挤压住大腿，被困司机不
时痛苦呻吟。消防官兵立刻向前双手
抱起被困司机上半身，缓解被困司机
的痛苦。同时，消防官兵分为两个战
斗小组，第一战斗小组对道路进行警
戒，疏导过往的车辆，以免发生交通
意外；另一战斗小组利用液压撑顶器
对车体和方向盘进行扩张，同时利用
撬棍等工具将被困司机一侧车门进
行破拆。经过50分钟的奋力施救，消
防官兵将被困司机从变形驾驶室内
抱出并迅速送上救护车。事故具体原
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半挂车追尾

方向盘卡住司机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郭延冉
通讯员 王福成) 根据莱芜市安全
生产委员会的部署，近期，莱芜市国土
资源局集中开展全市国土资源系统管
理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排查矿
山企业、地质灾害隐患点、废弃矿井、
非法开采隐患点176个，发现安全隐患
或违法行为75起，在全部采取有效措
施的基础上，已消除安全隐患或立案
查处42起。

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对重点区域
小铁矿、非法采砂点、盗采燕子石点进
行梳理排查，及时告知当地政府，填埋
废弃井筒3个。对岩溶塌陷区、滑坡(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全面排
查，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准备工作。
积极推进地质灾害区村庄搬迁和治理
工作，现已搬迁400余户，复垦耕地150

余亩。目前，投资340万元的大王庄镇
西北部山区泥石流、滑坡隐患点治理
项目已通过验收，投资100万元的茶业
口镇曼里村山体崩塌治理项目已基本
完成。结合采矿权人年检工作，对辖区
内矿山企业全部进行检查，合格率为
89%，对存在拖欠规费数额较大、越界
开采等问题的12家矿山企业确定为年
检不合格，并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同时，集中组织开展春季执法活动，严
厉打击国土资源违法行为。

本报4月22日讯 (记者 程凌润
通讯员 马燕红 ) 22日，记者从

205国道莱芜服务区获悉，莱芜一名
保洁员狄杰香捡到了一个女士背包，
内有价值上万元的财物，在周围没有
顾客的情况下，主动把财物上交并归
还失主。

狄杰香在205国道莱芜服务区东
区大厅工作时，发现了一个黄色的女
士背包，虽然当时周围没有顾客，她
仍把包交给了主管吕爱菊。两人在清
点包内物品时发现，里面有钱包、手
机、相机、项链、戒指等贵重物品。

“包内有一个稻草人男士钱包和
一个女士钱包，男士钱包里面有2000

元现金和120美元外币和7张银行卡，
女士钱包里面有2张美容卡、4张银行
卡、2张身份证、一张暂住证和一个户
口本。”狄杰香清点了女士背包里的
钱物，里面的东西着实吓了她一跳，
她说里面除了钱包外，还有一部手
机、一部照相机、一条黄金项链、一只
黄金女士戒指、一只白金男士戒指、
一只白色玉手镯和一条玉吊坠，失主
丢失这些东西肯定很着急。

为了找到失主，吕爱菊从手机上
联系到失主的亲人，几经转折终于联
系到失主李先生。最终，吕爱菊将背
包交还到了李先生手中，经核对，包
内物品完好无损。

保洁员捡万元财物

多方寻找归还失主

全市国土资源系统

开展“大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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