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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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昊。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我哦。祝大家事事顺心，天天快乐！

5月5日 星期一 晴转多云 11～22℃ 南风 3-4级
5月6日 星期二 阴 14～26℃ 南风 3-4级
5月7日 星期三 阴 13～25℃ 南风 3-4级

生活指数
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较易感冒，适当
增减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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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涂擦SPF大于15、PA+防
晒护肤品
旅游指数：风稍大，仍可尽情地享受大自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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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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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速递
地址：文化南路102号
监督电话：1 5 8 6 3 4 0 5 7 7 7

富豪窗帘
地址：长勺南路72号(北方国贸
十字路口东南角)

喜德盛锂电车
中国驰名商标 锂电第一品牌
地址：凤城东大街42号(老消防
队对过)洪都专卖店

百诺网络会所
欢迎您：

地址：文化南路38号
(老市医院对面二楼)

蔚蓝琴行
地址：山东省莱芜市实验
中学西80米

招聘修车学徒工
电话：0634-5868166

莱芜横店影城
观影热线：6317888

微 信 我 ：莱 芜 横 店
(lwhdyc)

地址：凤城西大街60

号(原济南人民商场)

莱芜星光灿烂
影视策划制作中心

专业摄影电视专题

片，各种宣传片，微电

影，多媒体汇报片等。
联系电话：

15906347856

仓库车间办
公室出租
紧邻火车站、24小时

保安、现有吕花园工业园

仓库200、400、600平米及多

间办公室对外招租。

联系人：王先生

15506347997

邹琪艺术
学校

招聘舞蹈老师两名，
男女不限，待遇优厚

联系电话：0634-6265396
18663466133

靡尚摄影
工作室
地址：莱城区胜利南

路加州步行街最北区2楼
2083室(苏宁电器南邻)

电话：15063408747
QQ：372915288

锦绣江山
文化传媒

电话：6133388

公交电视广告、动

漫创作、影视制作

生发 养发
防脱发

章光101 40年全球公认

的生发养发品牌。产品主治：

斑秃、全秃、脂溢性脱发、皮

炎、头屑等。春季生发好季节，

欢迎您来店咨询！

地址：莱城区汶阳大街二

实小西50米路北

电话：0634-6238101

明仁眼镜
医学视网膜检影验光，准确把握散

光排除假性近视，还你持久舒适视

觉

地址：妇幼保健院对过西行50米

恰逢四五月的新婚、家装
高峰季和五一小长假，消费者
对于购买家电的需求格外集
中，而由此引来的家电促销大
战早已开打。在此期间，荣事达
冰洗推出了独具特色的“全民
订制荣事达”，以价格订制、服
务订制、套购订制等多重惊喜，
受到了消费者的格外关注。
超低价订制好产品
五一促销惊喜不断

在消费者的心中，产品品
质和性价比是决定其是否购买
产品的重要因素。专注于制造
好品质家电的荣事达，在五一
促销期间不仅要为消费者提供
优质的冰洗产品，更要提供超

低价、优服务的实质优惠。
据悉，五一促销期间，荣事

达三门冰箱和荣事达变频洗衣
机以1999元起的订制价格全面
让利消费者。与此同时，荣事达
针对不同区域推出了个性化的
套购订制，一次性购买荣事达
波轮洗衣机和两门冰箱或者荣
事达滚筒洗衣机和三门冰箱的
消费者，都将享受专属的超低
套购价格。

除此之外，荣事达还准备
了超值的售后大礼和产品大
礼。据了解，即日起至5月31日
购买荣事达洗衣机的用户，都
将享受变频电机 1 2年免费包
修；购买荣事达冰箱，将享受压

缩机10年免费包修。同时，荣事
达在五一期间还将送出无转盘
微波炉、智能电饭煲、双立人刀
具等好礼。
滚筒洗衣机、多门冰箱
成购买关键词

有报告显示，2013年以来，
三门及以上冰箱和对开门冰箱
的销售量接近整体销售的半壁
江山，洗衣机方面，滚筒洗衣
机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逐年攀
升。随着“滚筒”、“多门”成为
消费者购买冰洗的关键词，以
及消费者对冰洗功能要求的不
断升级，五一期间，荣事达滚
筒洗衣机RG-8520BHC和荣事
达三门冰箱BCD-326WTGER

势必成为消费者重点关注的产
品。

拥有好品质保证和丰富的
产品阵营的荣事达冰洗，在五
一期间更是以超低价重拳出
击，看准了的消费者还得“该出
手时就出手”。

[2014年4月]4年的期待与等
候，2014巴西世界杯终于如火如
荼的进入赛前的预热阶段。宝洁
旗下全球领先去屑品牌海飞丝
联手世界顶级足球明星里奥内
尔?安德雷斯?梅西，共同开启世
界杯王者征程，旨在将“自信、果

敢、实力”的品牌精神传递给更
多热爱运动的年轻人。

为了与球迷们一起参与到
世界杯的狂热气氛中，海飞丝在
全球范围内不同地区分别推出
了世界杯限量版洗发产品。驰骋
赛场的梅西也将出现在中国地

区的限量版包装上，于世界杯前
期在全国范围上架。此外，海飞
丝将筹办更多世界杯活动，为球
迷带来活力、热情的全方位专属
感受，让你100%投身世界杯氛
围，与球王梅西一起分享胜利时
刻，拥抱足球世界！

五五一一家家电电选选购购旺旺季季 荣荣事事达达““全全民民订订制制””震震撼撼来来袭袭

实实力力巅巅峰峰 王王者者之之选选
——— 海飞丝携手球王梅西 共启2014巴西世界杯王者之旅

没有人能够否认，在我国体育用品
行业里，安踏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
坚定拥护者。重金打造国内首家运动科
学实验室、科研方面的投入逐年递增且
一直保持在行业最高水平、2013年在研
发方面的投入达到了销售成本的4%、
已拥有超过40项国家级专利技术。多年
来，科技创新推动着安踏不断前进，并
助力安踏成为中国体育用品行业民族
品牌的领导者。

在第十六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
博览会上，由安踏打造的“冠军龙服”以
及为中国冬奥代表团运动员打造的装
备和鞋服新品出现在大众眼前。凝聚了
安踏十多年科研心血的“冬奥系列装
备”不仅成为了安踏展区的主角，更成
为了整个鞋博会的焦点，吸引了大量参
观者的关注。

早在2005年，安踏便率先成立了国
内体育用品行业的第一家运动科学实
验室，致力于运动科学的研究，旨在提
高中国运动员的表现，推动中国体育事
业的发展。

科研方面的投入，安踏一直都是大
手笔。之前，安踏在科研投入维持在总
营业额的3%左右。2013年，安踏在研发
方面的投入已经占销售成本的4%，接
近1 . 7亿元。目前中国有关运动科学的
用品配件的标准，有1/3出自安踏运动
科学实验室。安踏还是全国体育用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单位，先后参
与旅游鞋、篮排球专业运动鞋等4个国
家标准的起草工作。而且，截止到现在，
运动科学实验室已经为安踏贡献了40

多个国家专利。

科技创新成

安踏腾飞新引擎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于鹏
飞 ) 4日，记者从市旅游局获
悉，五一期间，莱芜市各重点景
区、旅游饭店、旅行社共接待市
内外游客41 . 2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1 . 38亿元，按可比口径
分别增长26 . 2%和36 . 8%。全市未
发生一起旅游安全事故，未接到
游客投诉。

假日期间，三角翼、热气球
体验、动力伞、航模表演、航空装
备展览、水上飞艇飞伞、画舫游
览，让游客领略到云中漫步、俯
瞰雪野，水上冲浪、湖上休闲的
激情与浪漫。5月2日，莱芜老乡
会活动在雪野湖假日酒店举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0名莱芜老
乡相会雪野，共话乡愁畅叙友

情。雪野农博园举办五一游园欢
乐汇活动，令游客大饱眼福。

团队游客显著增多，房干、
雪野湖、农博园等重点景区旅游
大巴随处可见。自驾游更加火
爆，雪野湖、雪野农博园、房干、
莲花山等景区长长的自驾车队
成为景区一道靓丽的风景。远程
游客明显增多，北京、天津、河

北、河南、江苏、上海等省外车辆
随处可见。城乡互动游更加便
捷，其中发往重点景区的K203、
304、206路公交车都加密班次，满
足城乡居民旺盛的出游需求。长
途汽车总站客流汹涌，外出旅游
及外地游客明显增加。莱芜市各
旅行社共组接团120余个，4800人
次，同比分别增长24 . 2%和37 . 1%。

五五一一莱莱芜芜旅旅游游纳纳客客4411 .. 22万万

声明

莱城区苗山镇苗山四村宋其明个
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丢 失 ，注 册 号
3712033160011，特此声明。

莱城区和庄乡关西坡村杨广勤郭
秀珍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
册号3712033180457，特此声明。

莱城区见马乡西见马村王庆华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3712033170106，特此声明。

莱城区苗山镇西见马村周长久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3712033160859，特此声明。

莱城区苗山镇西见马村张延圣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2007年注
册号371202600018437，2009年注册号
371202600173614，特此声明。

景秀军保险代理人资格证(证号：
20060637120000004310)丢失，特此声明。

2014年5月5日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于鹏飞
通讯员 王辉) 5月1日，“醉美雪野
湖”莱芜市首届露营节暨篝火音乐晚
会在雪野湖畔开幕。副市长毕司东出
席开幕仪式并观看演出。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旨在依托
雪野美丽的湖光山色和良好的沙滩
营地，为广大市民和露营爱好者搭建
一个近山亲水、休闲放松的平台。在
活动现场，共有200余座帐篷点缀在
雪野湖畔，3000多名露营爱好者，围
着篝火，载歌载舞，欢乐过节。

4月30日，莱芜市“团歌嘹亮、青
春飞扬”青少年大合唱决赛在莱芜职
业技术学院举行，全市960余名青少
年唱响团歌。经过激烈角逐，莱芜十
七中、莱芜职业技术学院、莱钢泰东
公司代表队从进入决赛的14支代表
队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莱芜市
人民医院《祖国不会忘记》、莱芜技师
学院《一技行天下》等获得二等奖。

(记者 郭延冉)

雪野湖畔举办

首届露营节

“团歌嘹亮、青春飞扬”

青少年大合唱决赛

4月30日，莱芜市第三届“莱芜青年
五四奖章”表彰大会在莱芜职业技术学
院召开。莱城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科
科长于忠涛等10名同志荣获第三届“莱
芜青年五四奖章”，莱芜市钢城区人民
法院副庭长王健等10名同志被授予第
三届“莱芜青年五四奖章”提名奖。大会
还公布并表彰了“莱芜市五四红旗团
委、团支部(总支)”。莱城区团委、钢城
区团委等20个组织获奖。

(记者 郭延冉)

10名青年荣获

“莱芜青年五四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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