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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中中奖奖啦啦！！免免费费服服务务送送上上门门
齐鲁公众服务中心每周抽五位读者享免费清洗油烟机，还有年度大奖

本报讯 (记者 王若松 )

李女士(手机尾号6966)、马先
生(手机尾号4999)、张先生(手
机尾号6829)、王先生(手机尾
号6168)以及微信昵旺家鱼儿，
恭喜你们中奖啦！在家等着上
门免费清洗油烟机吧！

年终岁首，为了回馈读者
朋友们一年以来对本报的厚
爱，齐鲁公众服务中心将免费
家政服务送到您家，让您轻轻
松松过年。

自上周起，每周我们都将
从齐鲁公众服务中心上线以来
的预约过家政服务的老读者及
关注读者俱乐部微信的读者朋
友中，抽取幸运读者，上门免费

清洗抽油烟机，连续三周，每周
抽取5名读者！

首批中奖的五位读者目前
已经产生：李女士 (手机尾号
6 9 6 6 ) 、马 先 生 ( 手 机 尾 号
4 9 9 9 ) 、张 先 生 ( 手 机 尾 号
6829)、王先生(手机尾号6168)
以及微信昵旺家鱼儿，除此之
外，我们还将送出2个年度大
奖，分别从通过96706热线预约
家政服务的老读者中抽取一
个，从齐鲁晚报读者俱乐部微
信参与互动的读者中抽取一
个，赠送价值350元/5座的沙发
清洗一次。

本次回馈活动，由本报读
者俱乐部联合齐鲁公众服务中

心的签约商家——— 绿之源家电
清洗及曹操到家政服务公司推
出，获得免费家政服务大奖的
幸运读者，可以通过96706(2号
键)预约上门服务时间，所赠的
家政服务2015年全年有效。

获奖名单将在齐鲁晚报
《读者·服务》版和读者俱乐部
微信(扫一扫本版右上二维码)

公布。获奖者将及时通知本人。
同时，2015年通过齐鲁公众

服务中心预约家政服务的读者，
也将有机会获得免费家政服务！
读者只要拨打服务热线96706(按
2号键)或登录96706便民网，就能
轻松享受这些便民服务。

齐鲁公众服务中心为晚报

读者和读者卡或者信联卡会员
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管道
疏通、空调油烟机清理、家庭保
洁、保姆月嫂、家电维修、养老
服务、病患护理、绿色超市、餐
饮美食……，涵盖了读者家庭
生活的诸多方面。可以做到“一
个电话，服务到家”。

齐鲁公众服务中心是由齐
鲁晚报和山东高速信联支付有
限公司共同打造的、省内最专业
的公众便民服务平台。这个全新
的综合性公众服务平台，整合社
会上规范合法、优质诚信的服务
资源，为齐鲁晚报读者和信联卡
会员提供统一规范、优质高效、
诚信公道的服务。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过年
找保洁，这么多家政公司，哪个实惠
又靠谱呢？来大家园家政吧，它是齐
鲁公众服务中心的签约商家，服务
专业，质量也很过硬哦！

济南大家园家政始创于1998

年，主要经营家庭保洁、养老护理、
母婴生活护理、育婴护理、病人居家
护理、住院护理等。经过16年的发
展，已形成了现代化、规范化、个性
化、网络化的服务格局。连锁直营、
加盟店已发展至近40家，直营店已
覆盖济南市区及周边。

春节将至，大家园家政迎来一
年中家庭保洁的高峰期，家庭保洁
预约正在紧张进行中。这里拥有专
业的服务队伍，保洁人员经过专业
培训上岗，携带专业的、先进的保洁
工具、严格按照规范流程竭诚为您
提供专业、规范、高质量的房屋清
扫、玻璃清洁、油烟机清洗等服务。
服务热线96706（按2号键）、400-017-
8666。

过年找保洁

哪里实惠靠谱

孝孝敬敬老老人人，，过过年年送送罗罗汉汉参参吧吧
订购就可送货上门，一盒起送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过年拿什么孝敬老人，送
罗汉参吧，它可一直被誉为
长生不老神仙参哦！

没错，本期绿色生活馆
推荐给大伙儿就是这款罗汉
参，历史上长生不老罗汉参
既是进奉朝廷的美味贡果，
又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药材。
罗汉参具有悠久的历史文
化，在山东单县已有几百年
的栽培历史，而且全国唯有
山东单县几百亩土地20年一
轮回种植，其它地方种植很

难成活。
据了解，2013年单县被

中国老年学学会认定为山东
唯一中国长寿之乡，同年单
县罗汉参被国家农业部认定
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长寿食品。

近年来经过专家的研究
及动物实验结果表明，罗汉
参具有降血糖、降血压、降血
脂、预防骨质疏松、延缓衰
老、排毒减肥、美容养颜、润
肠通便、增强免疫力、预防直
肠癌和结肠癌等功效。罗汉

参含有77 . 3%以上抗性淀
粉，专家认为罗汉参是当今
防治“文明病”、“富贵病”，预
防肥胖症、食疗减肥健体理
想的天然、绿色保健食品。

绿色生活馆为您准备的
罗汉参，只要您订购，济南市
区绕城高速内即可送货上
门，一盒起送。

订 购 方 式 ：1 . 登 录
www.ql96706 .com绿色生活
馆直接下单；2 .拨打0531-
96706转2号键；3 .加入齐鲁晚
报读者QQ群365117668订购。

品名 规格 市场价（元） 会员价(元)

罗汉参（礼品盒一级） 4斤/盒 135 100

罗汉参（礼品盒二级） 4斤/盒 120 90

罗汉参（袋装一级） 5斤/袋 128 100

罗汉参（袋装二级） 5斤/袋 118 90

莱芜三辣一麻礼盒 6斤/盒 116 98

莱芜鸡腿葱礼盒 4斤/盒 112 90

临沂金花果仁礼盒 9罐/盒 118 98

5位读者扫微信
获汗蒸券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扫扫
微信就有机会得到汗蒸券啦！上周
又有5位读者获奖 ,他们分别是玫
瑰、我不是菜鸟、心晴、晟睿麻麻、小
侠女等5位微信网友。你也想去汗蒸
吗？那就赶紧扫微信赢汗蒸券吧!

为了在这个冬季给本报读者俱
乐部的粉丝们送上一份暖心福利,
自去年12月10日起,2个月内,只要
关注读者俱乐部微信(扫一扫右上
角二维码)并回复“健康有礼+姓名+
年龄+电话+地址”的读者朋友,均有
机会获得天地人健康保健中心的贵
宾卡以及汗蒸体验券(价值500元,
可免费体验汗蒸10次)。

中奖名单是用抽奖软件随机抽
取的,周一到周五每天抽取一名中
奖读者,每周三公布上周中奖的5人
名单,领奖地址:山东新闻大厦绿色
生活馆,或者北小辛庄东街97号天
地人健康保健中心。还在等什么,抓
紧时间扫微信吧!

详情也可拨打96706按2号键咨
询,天地人健康保健中心健康热线:
87103005,87155662。

晚报茶友再相会

见面会上，茶友们品味普洱的韵味。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近日，
齐鲁晚报茶友会第二期见面会在
茶马史诗旗舰店举行，十余位茶友
会新成员参加了本次活动。大家品
茗话茶，交流各自的饮茶历史与心
得体验，现场交流讨论热烈，给暖
洋洋的济南的冬天增添一抹亮色。

见面会现场，茶马史诗旗舰店
茶艺师现场奉上极具古韵的普洱
茶茶道表演，从备器皿开始，到温
茶器、鉴茶、投茶、冲茶、倒茶、分茶
等一系列步骤工序如行云流水，获
得大家掌声。

紧随其后，茶友们相继品鉴了
无量香生茶和2007年“普洱人家”熟
茶，亲身体验普洱生茶与熟茶不同
的韵味。本期茶友会最后，有些茶
友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如何最大
化利用茶叶的好方法分享给大家，
说“喝完的废茶也是宝”。

来自各行各业，因茶而结识的
茶友们在这里其乐融融。接下来，
茶友会还将组织一系列活动，让更
多的茶友享受茶文化，自在健康生
活。晚报茶友会咨询报名电话：
81758658 1306507666。

本报讯 (记者 李虎 ) 本
报读者俱乐部本周联合济南苏
宁、优品汇奥特莱斯、贵和商厦
购物中心推出数款特价商品购
物优惠活动，仅限持读者卡或
信联卡刷卡购买。本周推出的
特价商品将从1月21日起优惠。

高品质电脑特惠销售

济南苏宁为读者提供4款
限量特惠电子产品，快把它们
作为春节礼物买回家，好好犒
劳下自己吧。一款红红火火的
笔 记 本 电 脑 ，双 核 心 ，内 存
4GB，14英寸屏幕的联想S410笔
记本电脑，原价4299元，活动期
间特惠价3899元。

酷爱游戏的伙伴们，原价
4299元海尔轰天雷X8台式机，
特惠价3999元，数量有限，先买
先得。还给大家推荐一款可游
戏可影音视频更可工作的笔记
本，让你随心移动，让聚会更开
心。惠普(HP)ENVY15-k032TX

笔记本电脑，原价4999元，特惠
价4799元。假期外出肯定少不
了，iPad则是你的随身之宝，苹
果iPad的性能外观无需过多介
绍，市场价2888元的iPad Air，
苏宁为读者专门让价，特惠价
2699元。

以上产品济南所有苏宁实
体店均有销售，为了方便读者
了解家电详情，济南苏宁公布
旗舰店店长热线:18615449988。

新款春装半价优惠

优品汇奥特莱斯为读者提
供2款限量特惠服饰，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其中秋水伊人原价
888元的春装新款上衣，特惠价
仅售603元。

素帛(韩序)女装“优雅不仅

在服装上，还在精神中”，柠檬
黄色彩，领口的拼接手法与门
襟的设计极具特点。搭配简洁
时尚的廓形，给人一种视觉的
冲击感。新款春装原价639元，
现半价销售，持读者卡/信联
卡，在半价的基础上还可再享
受8 . 8折的优惠。

品牌休闲男鞋3 . 5折

贵和商厦购物中心泉城店
为读者带来3款产品。其中两款
海瓷产品，原料中富含大量珍
珠成分，含钙量极高，有如脂似
玉之感，拥有“薄如纸、白如玉、
声如磐”的美誉，而且天然抗
菌、无铅无镉，是名符其实的绿
色环保陶瓷。原价20元的五寸
碗，抢购价9元，原价26元的八
寸盘，抢购价12元。另外还给读
者带来一款奇高牌紫砂壶，原
价1100元，抢购价111元。

世界四大休闲鞋类品牌之
一的爱步休闲男鞋，现有一款
产品黑色、牛仔蓝等四款颜色
供读者选择，原价1799元，特惠

价599元。
读者卡是本报读者尊享的

身份证明，持有读者卡，可以随
时享受本报推出的打折服务、
特惠服务、增值服务。订阅2015

年度齐鲁晚报的读者中，目前
仅济南市已有八万人获得读者
卡。持卡读者可在96706便民网
及绿色生活馆线下店消费，还
可享受家政、餐饮、购物、健身、
娱乐、高速通行费、加油等等诸
多优惠服务，内容丰富，而且在
读者卡加盟商家刷卡消费，比
市场价优惠好多。

读者卡(信联卡)办卡网点 :
1、泺源大街6号山东新闻大厦1

楼 ,电话 : 5 8 763269。2、旅游路
25966号山东高速大厦一楼(鱼
翅皇宫大酒店西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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