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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闲闲置置沿沿街街房房华华丽丽转转身身打打造造美美食食城城
黄海三路烧烤一条街成市民消夏好去处

本报 5 月 29 日讯(记者 许
妍) 29 日，记者从日照银行、邮
政储蓄银行日照支行、兴业银行
等多家银行了解到，端午节假期
期间，各大银行都会安排部分网
点提前一天(6 月 2 日)正常营业。

据日照银行日照总行营业部
的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年前银行
业协会就下发了《 2014 年度国家
法定节假日轮休制城区固定开门
网点营业时间安排表》，全市各银
行都会于 6 月 2 日安排轮休制固
定开门营业网点正常营业。假期
的前两天，市民只能通过自助区
进行业务办理。

日照市区各大银行 6 月 2 日
正常营业的网点有：

工商银行日照市分行、市中
支行、东港区支行

中国银行日照分行营业部、
新市区支行

农业银行东港区支行、新市
区支行、石臼支行

建设银行日照分行营业部、
东港支行、市中支行

兴业银行日照支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日照支行营业部、

济南路支行、泰安路支行
日照银行日照总行营业部、

银海支行、东港支行
邮政储蓄银行海滨三路支

行、正阳路支行、泰安路支行
华夏银行日照支行营业部
浦发银行日照分行
交通银行日照分行

开业一个月

生意有声有色

27 日下午 6 点多，烧烤街上
已经热闹非凡，三五好友随意而
坐，几串热烧烤、几瓶冰啤酒是
不少人中意的消夏方式。前来吃
烧烤的谢女士对记者说，“以前
一吃烧烤就被熏得全身都是烧
烤味儿，油烟污染严重，这边环
境好多了没有油烟，以后还会来
的。”

“除了晚上，我们中午也营
业，开业一个月了，顾客还挺多
的。”一家烧烤店的服务员告诉
记者。记者走进这家烧烤店发
现，店里坐满了顾客。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烧烤街
另一端的丰源海鲜烧烤店，店老
板张先生忙里忙外招呼客人，还
有几位客人在收银台等着结账。

“现在知道这条烧烤街的人还不
多，这里靠海近，店面比较集中，
马上就迎来旅游旺季了，顾客会
越来越多的。”丰源海鲜烧烤店
的老板张先生说。

闻不到油烟味

环境好价格亲民

来到烧烤街，能感受到它的
不同之处，干净整齐的桌椅，没
有了烧烤的油烟和调料味。一名
流浪歌手在这驻唱，顾客们饶有
兴致的点上一首歌，边吃烧烤边
庆祝。相对于街头烧烤烟熏火燎
的粗犷，这条新开的烧烤街多了
几分优雅。

走进新锦州烧烤海鲜店，门
口两侧的栅栏将两个桌子围起，
古朴自然，老板娘孙女士告诉记

者，“我们这边都是室内烧烤，有
后厨房，顾客挑选好食材之后拿
到厨房加工，不像一般路边烧烤
那样烟熏火燎的，环境很好，价
格也很亲民。”

“味道很不错！”顾客边吃边
称赞。据中华海鲜美食城的负责
人吕天都介绍，最初就想打造最
好的烧烤街，所以在招商时主要
是面对连锁店和一些口碑较好
的店。随后，记者探访另外几家
烧烤店发现，每家烧烤店环境设
计都有自己的特色，服务员还会
给推荐一些特色菜品。

规模不断扩大

欲引进啤酒节

据介绍，这条烧烤街开业之
前还是一片闲置的沿街房，后面
还有个院子，已经空置很长时间
了。今年4月份，一直筹备开店的
吕天都将整个沿街和后院租了
下来。记者来到烧烤街后面的院
子，几家店面正在进行装修改
造。从未装修完的店面框架可以
看出来，以前的院落已经破旧，
后面的一排平房也在装修中。

在此之前，吕天都就已经考
察过这边的环境，包括市场环
境、客流量还有离居民区的距离
等，最初的想法就是想打造日照
规模最大、环境最好的烧烤街。

“这里离海边近，附近居民区也
少，旅游旺季来临之后客流量会
增加，无论是坏境、卫生都要做

最好的。”吕天都说。
吕天都介绍，租下这个地

方之后，对每个店面进行了整
体规划，都采用无烟烧烤设备，
外面的广告牌都是统一制作
的，然后通过对外招商和朋友
介绍引进了一些连锁店，统一
管理。现店铺前面统一搭建的
棚子，做成烧烤排档的形式，一
个是比较亮丽吸引客人，另外
也可遮阳避雨。

烧烤街从 4 月 16 日开始试
营业，5 月 1 日正式开业，目前
已经开业的有十五家。另外，中
华海鲜美食城的后院还在装修。

“后院装修好了想把青岛啤酒节
引进过来，现在还在做准备工
作。”吕天都说。

烧烤街热闹非凡，烟熏火燎不见踪影。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在辉

位于黄海三路与海滨三路交汇处的沿街房，已经空置多年，如今华丽转身成中华海鲜美食城，成为日照一
条特色烧烤街。在这条街所有店的烧烤都是由顾客挑选完食材之后在厨房内烤制完成，整条街没有一点油烟
的味道，成为了很多市民吃烧烤的首选之地。

健康体检车开进凯莱社区

一一上上午午，，近近 220000 名名居居民民免免费费查查体体

社区居民依次排队进行各项检查。 本报记者 杜光鹏 摄

本报 5 月 29 日讯(记者 李
清) 29 日，一家爱心企业给日照
市社会福利中心儿童福利院送来
了礼物。今年该院接受了 180 起社
会捐助。而且福利院的孩子们，今
年夏天能用上空调了。

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表示，28

日天有企业给他们捐助了两款挂
式空调，已经运过来就等安装了。

“之前孩子们的房间用吊扇乘凉，
今年夏天孩子们可以用上空调
了。”据她介绍，捐助者多送来一些
物资给他们很大的帮助，在此他们
借助本报平台感谢社会爱心企业
和个人的捐助。“我们平时需要的
包括尿不湿、奶粉、日常用品和粮
油等物质都是社会捐助。”她说。

今年六一儿童节，他们儿童福
利院的孩子们和老人们将共度美
好时光。除了安排了精彩的节目以
外，他们还组织三岁以上可以独立
吃饭的孩子们一起过生日。

29 日上午，记者从儿童福利院
内看到为明天生日庆祝活动安排
的食谱，有排骨炖土豆、炸茄盒、葱
油鲤鱼、蛋黄南瓜、黄瓜炒蛋等七
个菜。“小朋友们为了等明天的活
动，已经问过我们很多遍了，大家
都非常期待。”

福利院的孩子
今年能用上空调了

本报 5 月 29 日讯(记者 王
在辉) 29 日上午，凯莱社区联
合东港区医院、日照街道城区医
院在水晶城物业社区办公室为
社区居民进行免费查体。一上午
的时间，共为近 200 名居民提供
了免费的健康体检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日照东港
健康体检车开到了凯莱社区物
业办公楼前，车上 10 多名医务
人员紧张有序地摆放着各种桌
椅、体检设备和检查仪器，提供
包括血液化验、心电图检查等多
个诊查项目，医生们准备工作未
结束，已经被居民们围得水泄不
通。“听说这体检车近 200 万呢，
设备很全，可以做做心电图，我
们年纪大了，去医院也不方便，

家门口体检省心啊。”70 多岁的
刘先生笑着说。

体检过程中，导医们耐心地
引导她们依次做各项检查。医生
们详细询问每一位居民的身体
状况、既往病史，为他们建立详
细的健康档案。今年 65 岁的陈
女士查完体后拿着报告表说：

“如今政策好了，条件也好了，不
用出门就能看病，也能知道自己
的身体状况，非常感谢他们！”

据凯莱社区书记姜丽丽介
绍，这次健康体检进社区是东港
区医院和日照街道城区医院首
次合作，新型多功能体检车内部
配备了心电图、B 超等相关设
备，不用去医院就能检查十几
项，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日照部分银行网点

端午提前一天营业

5 月 28 日，中国电子视像行业
协会在京召开第九届“中国数字电
视年度盛典”，现场颁发了 2014 年
度中国彩电行业最权威的品牌和
产品大奖。海信获得了彩电行业唯
一的“2014 年度成功品牌大奖”；海
信 XT900 系列 ULED 和 K370 系
列 VIDAA2 系列电视分别获得了

“ 2014 年度创新产品奖、2014 年度
优秀用户体验奖”的荣誉。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的专
家认为，2014 年，海信准确把握了
智能和超高清这两大市场热点，推
出了实现彩电显示技术重大突破
的 ULED 超高清电视和具备聚合
和社交功能的 VIDAA2 电视，推动

了产业升级，全面提升了用户体
验。

今年以来，海信相继在显示技
术和内容应用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从高品质的视听享受、内容与交互
等方面带给用户超值体验。今年 3

月，海信发布 ULED 新型显示技术
产品，采用多分区独立背光控制和
HiView 画境引擎技术，并模拟主动
式发光显示器件的优势特征，实现
高对比度、高色域和高速响应的画
质表现力，在亮度、技术成熟度、使
用寿命等方面比 OLED 更具优势。

4 月份，海信推出了具备“聚
合”和“社交”功能的 VIDAA2 电
视，将中国智能电视推动到 2 . 0 时

代。VIDAA2 创新“聚好看”应用聚
合国内多家主流视频媒体资源，视
频总量达到 80 多万部，超出单个
视频网站的一倍以上。

与会专家分析，2014 年彩电行
业与互联网思维的深度融合推动
着产业升级，推动新技术、新产品
的更新换代。海信依托产品创新也
进一步巩固市场领先地位。中怡康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4 月份，海
信液晶电视的零售量和零售额占
有率达到 17 . 62% 和 17 . 11%，双双
高居中国彩电市场第一位；海信智
能电视零售量和零售额占有率也
分别达到 19 . 84% 和 18 . 89%，在彩
电市场上遥遥领先。

第九届中国数字电视盛典 海信获行业唯一“年度成功品牌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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