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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资资讯讯

宝贝聊天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天气预报员孙宇晴，爸爸妈妈非
常爱 我，希望我可以健康成长，永远快乐！

4日 星期三 晴 18℃~28℃ 南风3级
5日 星期四 多云转晴 20℃~32℃ 南风3级
6日 星期五 多云 20℃~33℃ 南风3级

生活指数
污染物扩散条件：优
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
洗车指数：不太适宜
洗车后未来1-2天内有降水、大风或沙尘天
气，不太适宜洗车
运动指数：适宜

天气较暖，比较适宜户外
运动；

紫外线指数：强
紫外线强
体感度指数：偏热
天气偏热，适当调整穿
衣后，仍可达到比较舒
适的程度。

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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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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蔚蓝琴行
地址：山东省莱芜市实验
中学西8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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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通 不 动 产
诚聘

诚聘房地产经纪人
数名，基本工资+提成
+五险+每月4天休班。

联系电话：8670000

TTGO自行
车莱芜店

地址：莱城区鹏泉西
大街劳服大厦东200米路
南

电话：0634-625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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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间、办公室出租
我公司位于牛泉镇工业园区，新上(LOW—E)镀膜

玻璃生产线，主要生产双银、单银(LOW—E)镀膜玻璃、
平弯钢化。中空、防弹、防火等节能建筑玻璃。厂区内有
钢结构车间4间，办公楼两栋。满足本公司生产、办公后，
另闲置车间1间，面积12000㎡，(170m×7m×29m)办公楼
一栋，面积2000㎡，以及70亩土地。用户可根据项目情况
自行规划设计利用。现诚征项目合作，项目入驻。

有意者请联系：山东联海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 6 3 4-5683 7 8 9 1 3 1 8 1 7 6 1 3 9 9

赛克自行车专卖店
地址：莱城区鹏泉西大街114号福彩中心西50米

电话：18763478101

出 租
位于花园北路大润发附近，红星

建材城隔壁一楼出租，面积300多平，

有广阔停车场，位置极佳，欢迎洽谈。

电话：13336349995

5月15日，清扬发布“头屑抵御
新法则”，带领消费者进入全新的
头皮去屑领域，不仅去除头皮表层
头屑，更焕活头皮天然保护层，持
久有效去除头屑困扰。特邀台湾著
名主持人、代言人小S闪耀登场，
SHOW出了清扬经典去屑造型，展
现了品牌无需隐藏、炫出自己的自
信风采。

现场小S表现出对新清扬的滋
养因子10能够有效焕活头皮天然保
护能力的效果充满期待。实验证
明，原本头屑过多、头皮不健康的
现象，在使用产品两周后，问题便
开始得到改善；四周后，头皮恢复
到健康的状态，而头屑和掉发也显
著减少。

自2007年进入中国市场至今，
清扬已成为专业去屑的代名词、头
皮护理的佼佼者。在刚刚过去的
2013年，清扬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第
三大洗发品牌，受到近2亿中国消费
者的青睐。同时，清扬也是中国市
场销量第一的男士洗发水品牌，和
男性消费者最爱的个人护理品牌。

清扬的成功源于联合利华对
于中国洗护发市场的信心和投入。
清扬相信，“无屑可击，无需隐藏

“的品牌理念将传达并帮助消费者
炫出更自信的自己！

清扬携手小S

开启头屑抵御新法则

5月31日，全球知名玩具制造商
美泰公司旗下芭比娃娃(“芭比”)携
手知名国际女星范冰冰于中国上海
首度推出名人系列之“范冰冰”珍藏
版娃娃。范冰冰以标志性的闪亮造型
亮相，与芭比娃娃珍藏版首席设计总
监罗伯特?贝斯特(Robert Best)先生
共同发布了这个娃娃。范冰冰成为荣
登芭比全球名人堂的首位中国明星。
此次芭比娃娃与范冰冰的合作将玩
乐变得更有意义，并助力中国女孩点
亮内心之火，表现出“我有我闪亮”的
自信一面。为期三周的芭比“我有我
闪亮”展览同时火热进行中。展览从5
月28日持续到6月17日，地点在上海
市港汇恒隆广场。“我有我闪亮”体现
了芭比的承诺，即让玩乐变得更有意
义，为中国女孩提供展现闪亮自我的
机会。

名人芭比之范冰冰

珍藏版娃娃闪亮首发

范冰冰与美泰珍藏版
首席设计师Robert Best先生

尽管机床被称为“工业母
机”，生产领域上至飞机下到手
机，但其始终作为幕后英雄在默
默奉献，直到如今中国来到了从

“制造向创造再向智造”前行的十
字路口，机床界开始频频出新，像
全球首套具有网络智能功能的沈
阳机床i5数控系统，改写中国只进
口没出口历史的新松机器人，正
一步步将“中国智造”的水平引向
世界之巅。

6月18日，北京新国展将变身
全球机床业的演武场，1300余家
海内外顶尖品牌汇聚在CIMES机
床展，以创新科技纵论智能制造
的未来。
凭借智能化，中国或可弯道超车

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均GDP增长中有27%的贡
献来自于“人口红利”，但随着红
利拐点显现，美国等学者就认为
新工业革命可能使中国制造业在
未来20年面临困境。

对此，参与本届CIMES机床
展的中国工程院周济院士表示，
应该感谢美国人的警告，虽然我
们面临诸多困难，但在“智能化数

字化”的核心技术上，世界各国的
起点差距并不大，我们完全可以
实现战略性的重大跨越，与西方
发达国家并行甚至是弯道超车。

航天、卫星、轨道交通等高端
装备业衡量大国核心竞争力，机
床则决定高端装备的水平，在
CIMES机床展上，众多海内外智
能精密机床、工业机器人、数控系
统等竞相怒放。如展商大连光洋
科技的机器人，不仅能抓举两百
公斤的重物，还可对石头、铝材、
木头等进行雕刻，误差不超过
0 . 01毫米，达到了欧美先进水平。

大连机床力推的“三平一
云”，将数控系统、物联网、微信组
合为云服务，不论何时何地，客户
要想了解设备的使用情况，打开

手机扫扫“二维码”，其工作状态
和进程就一目了然了。

智能制造是中国由大到强，
在创新和综合竞争力方面进入世
界前列的绝佳发展机遇，通过
CIMES机床展近几年的变化来
看，我们有望在十二五期间取得
实质性突破。
注入人工智慧，让制造更聪明

根据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
产业发展规划》，预计2015年销售
收入将达1万亿元，为此，沈阳机
床、大连机床、秦川机床、华东数
控、台中精机、DMG森精机、美国
哈斯、GF阿奇夏米尔、埃马克、西
门子等全球业界巨头纷纷抵京参
展，便希望能抢先一步占领市场
高地。

五天展会期间，CIMES打造
了多场高峰论坛、主题酒会、商务
派对等活动，话题广布航空、船
舶、国防等高端装备领域，智能制
造无疑会成为业界探讨的核心。
有专家预示，智能制造技术未来
将能够理解人的意图和思想，实
现与人和社会的交流。例如通过
语音识别技术，不但要能听懂人
类的语言，还要聪明的应答，尤其
是自主的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智能风潮全面来袭，“第十二
届 中 国 国 际 机 床 工 具 展 览 会
CIMES”整装待发，观众现起通过
展会官网、微信预登记，届时不仅
能免费进入新国展，还有机会获
赠精美礼品，预计全球嘉宾将超
10万名，再创历届新高。

CCIIMMEESS机机床床展展将将开开幕幕，，智智能能制制造造引引关关注注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郭延
冉 ) 3日，记者从莱芜市民政部
门获悉，在莱芜市服役的现役军
人、户籍在莱芜市且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残疾
军人持免费乘车卡可乘坐全市
所有城市公交线路和城乡公交
线路。免费乘车卡即日起就可办
理、使用。

免费乘车卡由市公共汽车
公司和市长运公交公司分别发
行、分别使用。享受免费乘坐公

交车的残疾军人，需本人持第二
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经残
疾抚恤金发放地市、区民政部门
登记并领取介绍信，到办卡地点
投保《乘车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现场办理免费乘车卡。在莱芜市
服役的现役军人，凭军官证、士
兵证等有效证件，由所在部队统
一到办卡地点办理免费乘车卡。
免费乘车卡工本费为8元/张，乘
车意外伤害保险费12元/年，在

办卡地点现场办理。未投保者不
予办理免费乘车卡。乘车卡每年
需审验一次，审验时一并办理下
一年度保险。城市公交线路乘车
卡在市公共汽车公司大门东侧
(莱城区凤城西大街 1 9 5号 )办
理；城乡公交线路乘车卡在莱芜
汽车总站售票大厅(莱城区汶河
大道206号)或钢城汽车站售票
大厅 (钢城区永兴路 1 4 1号 )办
理。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中有

关于“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乘坐
市内公共汽车享受优待、残疾军
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
证》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的
规定。据了解，此前莱芜市现役
军人和残疾军人可凭相关证件
免费乘坐莱芜市内公交，但经常
出现证件忘带或持假证乘车现
象。“统一办理免费乘车卡后，军
人乘车将更加方便，也可省去司
机检查证件的时间，一举两得。”
莱芜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说。

军军人人也也可可免免费费乘乘公公交交了了 记者从市农业局了解到，近
日，莱芜市农业局组织嬴泰有机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参加了由中
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和德国纽伦
堡展览集团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
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国际有机
食品博览会”。通过展览，开拓了市
场，提高了莱芜优质农产品的知名
度，为促进莱芜优势特色农产品走
向大中城市高端市场开辟了新途
径。 (记者 于鹏飞)

莱芜企业参加第八届

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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