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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光的
车轮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伴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2015年元
旦如约而至。在这个属于我们自己
人的新年购物季，为全力答谢聊城
人民的关爱，百大金鼎在2015年元
旦期间，连续推出了一系列的“重
磅”促销活动倾情答谢、感恩水城！

新年购物季，好礼享不停。百
大金鼎为你呈现前所未有的让利

风暴。活动期间为感恩回馈一路陪
伴我们成长的你们，金鼎商厦、金
鼎购物中心穿着类满200送230/
210/160……，并按200的倍数多买
多赠。元旦当天为您发放“年终
奖”，会员享受2倍积分，满200元即
送新年台历一本。

新年到了，还有美食大聚餐，百
大金鼎推出“你购物，我管饭”活动，
金鼎商厦满200元即送美食券；肯德

基、汉唐巴式豆捞代金券、高丝沐浴
露金鼎购物中心新年礼物送给你。

百大金鼎以富现代感、时尚的
形象，为顾客提供一站式服务，呈
现给人们最完美的浪漫体验。活动
期间黄铂金极限让利10—100元/
g，日化满198元立减30-50元现金。
新年承爱起航，炫美绽放——— 周生
生黄金每克赠送20元代金券，铂金
工费7折，镶嵌类9折。让你成为冬

季派对最闪耀的女王。
这个冬天不太冷！百大金鼎波

司 登 、雪 中 飞 、康 博 新 年 大 惠
战——— 满300立减100，坦博尔最高
直降400元。劲爆折让，钜惠新年
礼。过新年穿新衣，新的生活从

“衣”开始，金鼎购物中心一楼
O N L Y 、V E R O M O D A 、
JACKJONES全场特卖5折，最低
的折扣，最美丽的新衣，来百大金

鼎寻找美丽吧！
活动期间，刷建行借记卡中新

年大奖，刷建行信用卡满额送鲁信
影城影票；刷浦发银行借记卡、信
用卡分级送好礼。

年轻就有Young——— 1月1日
金鼎购物中心新年音乐会荣耀开
启，撼动激情，为你献上顶级的视
听盛宴，羊年就有Young!

(王慧梅)

百百大大金金鼎鼎跨跨年年盛盛宴宴慷慷慨慨激激““羊羊””

12月30日，著名香港珠宝品牌
周生生以璀璨形象在百大金鼎购
物中心举行盛大开幕仪式。百大金
鼎、周生生相关负责人，聊城地区
各媒体及周生生新老客户一起见
证周生生金鼎购物中心店的开业。
周生生的入驻，让金鼎购物中心再
添一款尊贵夺目的魅力珠宝。

24日上午9点多，在金鼎购物
中心中厅，华丽的舞台、丰盛的冷
餐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大家等待
着著名香港珠宝品牌周生生入驻
百大金鼎开幕仪式的开始。在周生
生珠宝专柜上，大家被纯洁、闪亮、
完美的名品珠宝所震撼。

上午10点，激情昂扬的鼓舞表
演拉开这次开幕式的序幕，接着，
炫丽的中国风舞蹈让观看者叹为
观止。随后，在柔美的音乐声中，精

彩的模特走秀开始，模特们华丽的
服装佩戴上周生生各款名品珠宝，
相得益彰，美轮美奂，大家看的眼
睛发亮。

开幕式上，百大董事长许振清
女士说，周生生珠宝入驻金鼎购物
中心，与百货大楼实现了强强联
合。金鼎购物中心要继续按照“品
牌化、时尚化、高档化”的经营定
位，积极打造国际精品百货店。同
时，加大市场宣传和推广力度，为
供应商提供良好的服务平台，让周
生生珠宝在聊城做响做大。

随后，百大董事长许振清女士
与周生生相关领导一起为周生生
金鼎购物中心店开业剪彩，在飞舞
的彩带中，周生生珠宝正式入驻百
大金鼎。

周生生荟萃经典与时尚，本次

开幕中重点亮相的珠宝系列包括
Infini Love「全爱钻」系列承袭自
比利时安特卫普巨匠的超凡工艺，
其极严谨及精准无误的钻石车工
属于世界钻石之中的最高级别。原
创旗舰系列「Diamond in Motion
炫动钻饰」与英国著名设计学府
Central Saint Martins毕业的珠宝
设计师合作，以崭新设计概念无限
重现动态之美，让心动随之摆动。「
PROMESSA系列」对戒让承诺凝
于指尖，Promessa即意大利文「承
诺」，喻爱侣将承诺寄於爱的指环，
感受无声浪漫之魅力。

筹备已久的周生生聊城金鼎
购物中心店，位于聊城金鼎购物
广场首层，占据100多平米优越位
置，店内采用周生生的品牌设计
元素，明亮柔和的采光提升购物

舒适度，店内齐备玲琅满目和品
质超凡的珠宝饰品，为本地消费
者带来更多高端优质的珠宝精
品。

周生生进驻金鼎，可谓强强
联合，周生生一直贯彻优质承诺，

致力为客人提供愉悦而独一无二
的购物体验。周生生之所以选择
进驻聊城，正是看中了江北水城
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及聊城百货
大楼优秀的企业团队和先进的理
念。 (郭庆文 李桂华)

周周生生生生炫炫美美入入驻驻聊聊城城金金鼎鼎购购物物中中心心

本报聊城12月30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 相信很多家长
对希乐城儿童职业探索乐园都
不陌生，可是220元一张的高价
门票却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元
旦期间，本报推出少量特价希
乐城门票仅50元/张，如果一次
性购买5张以上每张还可以再
优惠5元。家长如果准备带孩子
去玩的话，可致电18663007006
抢购。

元旦假期及寒假就要到
了，在孩子结束一学期紧张的

学习生活后，作为家长如何犒
劳他们？去希乐城儿童职业探
索乐园是个不错的选择。众所
周知，位于聊城开发区振华商
场4楼的希乐城儿童职业探索
乐园，让青少年通过职业体验
这一国外最流行、最具特色的
教育形式，来增加社会实践能
力。

孩子在希乐城能进一步强
化社会知识，可通过扮演体验
社会各行各业的成人角色和职
业了解真实世界，同时也是家

长亲子活动的重要体验场所。
在玩乐中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向所有孩子提供独立、感恩、责
任、团队协作等多种社会能力，
让孩子能够在游戏之中学习社
会、认识社会，体验社会职业、
提早培养社会适应性的全新理
念。

由于希乐城门票价格相对
较高，大通票为220元一张，让
不少家长望而却步。今年国庆
长假期间，本报曾以50元一张
的价格推出了少量特价票，没

曾想短短半天时间就被抢购一
空。随着元旦假期即将来临，本
报再次推出少量希乐城的特价
门票，票面价格为220元的大通
票仅售50元/张，如果一次性购
买5张以上，每张还可以再优惠
5元。

由于此次推出的希乐城特
价门票数量不多，家长如果准
备带孩子去希乐城游玩的话，
请 尽 快 致 电 本 报 热 线
18663007006抢购，以免被其他
家长捷足先登。

本本报报推推出出少少量量特特价价希希乐乐城城门门票票
50元/张，一次性购买5张以上每张再优惠5元

本报聊城12月30日讯 (记
者 谢晓丽 通讯员 李兴
山) 随着元旦的临近，聊城街
头气氛渐浓，各商场也开始打
起促销大战。聊城市工商、消协
针对元旦期间发出消费警示，
提醒消费者在节日期间理性消
费，不要因为优惠而去购买不
必要的东西。

工商部门表示，节日期间，
各大商场都会组织搞一些商品
促销活动，比如“满100送50礼

券”，但实际上，当消费者拿到
赠送的50元礼券想消费的时候
就会发现，满商场里根本就找
不到价格在50元以内的商品，
赠券只能变成再次消费的“诱
饵”。因此顾客在选购商品的时
候首先应着重考虑自己实际需
要，不要仅仅因为有优惠而去
购买实际并不需要的物品。

而在食品消费时市民更应
注意，不买过于便宜的粮、油、
饮料及其他食品，以防上当受

害。来源可疑的反季节瓜果蔬
菜，无生产厂家名称、无厂家地
址、无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食
品以及未在产品包装上标注

“QS”质量安全标志的小麦粉、
大米、食用植物油、酱油、食醋、
肉制品、乳制品、饮料、调味品
(糖、味精)、方便面、饼干、罐
头、冷冻饮品、速冻面米食品、
膨化食品等15类食品都不要购
买。

如果发生消费纠纷，消费

者应当理性维权。在购买商品
时，必须向销售者索要正规发
票，发票的内容要齐全、具体，
并与所购物品相符。如果消费
者购买或已食用的食品确实有
问题，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九
十六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
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
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聊聊城城发发布布元元旦旦期期间间消消费费警警示示
提醒消费者节日购物要理性

本报聊城12月30日讯 (记
者 王传胜 通讯员 王星
星 ) 聊城市深入推进“食安
山东”品牌引领行动的全面
开展，共争创省级餐饮服务
品牌示范街区8条(个)、示范
店20家、示范食堂12家。

把示范企业创建工作纳
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严格
生产监管相结合，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严格创建标准，遵

循操作程序，严把材料申报
关 ，通 过 随 机 提 问 、现 场 审
查、满意度测评等方式，目前
已评选出社会形象好、信誉
度较高、经营管理规范、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好的示范创
建企业19家。

今年以来，全市共申报创
建食品流通示范单位(店)的
大中型商场超市12个，食品及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5个，食

品供货商7个，示范店130个。
目前，已核查大中型商场连锁
超市12家，食品及食用农产品
批发市场 5家，食品供货商 7
家，食品店26家，食品流通示
范创建单位(不含示范店)核
查比例达到了100%。

积极推餐饮服务品牌示
范创建。结合聊城实际，制订
了《聊城市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示范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8月 7日，举行聊城市暨东昌
府区“食安山东”餐饮服务品
牌 示 范 街 创 建 活 动 启 动 仪
式，市局联合东昌府区局在
古楼北关街向南至龙堤创建

“食安山东”餐饮服务品牌示
范街。

截至目前，聊城共争创
省级餐饮服务品牌示范街区
8条 (个 )、示范店2 0家、示范
食堂12家。

全全市市争争创创88条条省省级级餐餐饮饮示示范范街街
另有示范店20家、示范食堂12家

本报聊城12月30日讯 (记者
谢晓丽) 30日下午，聊城市气

象台召开元旦期间天气新闻发
布会。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显示，受
较强冷空气影响 ,预计30日夜间
到31日全市将出现大风降温天
气,过程降温幅度6℃左右,最低气
温-8℃左右,出现在1日早上。

元旦期间天气晴好 ,气温逐
步回升，元旦假期最后一天最高
气温达到12℃。具体预报如下：12

月31日晴,北风4～5级阵风6级,-4

～3℃；元月1日晴 ,北风转南风2

～3级,-8～4℃；元月2日晴,南风2

～3级增强到3～4级,-7～7℃；元
月3日晴间多云,南风3～4级,-4～
12℃。

今起全市迎

大风降温天气

羊年主题饰品

和首饰走俏
本报聊城12月30日讯 (记者

张召旭) 随着羊年的临近，市
场上琳琅满目的羊年饰品开始
热销。

在柳园路一家精品店内，市
民刘女士正在挑选饰品。饰品店
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上市的以羊
为主题的吉祥物款式比较多，在
这些造型精美的吉祥物中，以卡
通羊形象制作而成的玩偶和挂
饰最受欢迎。

除去平时的装饰品之外，以
羊为主题的金银饰品最近也成
了市民抢购的香饽饽。在城区一
家卖场内，从形象逼真的福羊，
到各具特色的三羊开泰，从金
饰、金币、金条到金钞，各种造型
的“领头羊”已经在各个首饰专
柜占据了显眼位置。销售人员告
诉记者，羊年金饰不但上市时间
早，花样也更新颖。羊年生肖黄
金饰品一上柜，就受到了很多消
费者的喜爱。“羊年的生肖饰品
和吊坠卖得挺不错，一天能卖出
去十多件，不过春节还有一个多
月时间，到时候销量应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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