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爆竹声声中，振华五星百货丰富多彩
的吃喝玩乐购，让我们的新年在欢乐中度
过。3月5日，在元宵节和丽人节到来之际，
五星百货再次推出“相约春天，共享美丽”
系列优惠活动，让您享好礼，过好节。

新年饕餮盛宴、超值年货乐购、享受品
质生活、荟萃国际名品……这个新年，我们
在振华五星百货全攻略中获得幸福与快
乐。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五星百货为广大顾
客在元宵节和即将到来的丽人节再次准备
大礼，不仅有超值优惠，还可参加幸运大抽
奖活动。

伴着春天到来，此次优惠活动以“相约
春天，共享美丽”为主题，活动时间为3月5
日到3月10日。活动期间，推出季末出清，冬
令商品全场2折起，春装全新上柜7折起，会
员2倍积分活动。

为时尚丽人们过大节，特准备了四项
大礼。1 .文胸、家居服大型特卖会，全场5折
起；2 .化妆品满200减30，兰蔻、迪奥5倍积

分；3 .镶嵌类满1000减300、500，黄金每克优
惠30—50元；4 . 3月7日—3月8日，当日购物
200元以上赠刮刮卡一张。

本次活动大奖丰厚，一等奖2名，各奖
利快保温壶一个；二等奖10名，各奖多样屋
家居用品一份；三等奖20名，各奖多样屋家
居用品一份；纪念奖2000名，各奖精美礼品
一份。

在会员专享日，3月10日持会员卡购物
的顾客，凭购物发票可于3月10日21:18在一
楼北区参与幸运大抽奖活动，抽取1名幸运
顾客，可获得价值1000余元奖品一份。同
时，中国银行信用卡100元以上赠精美礼
品，刷建行龙卡288元以上赠精美礼品。

五星百货致力于打造高端精品百货，
用真诚的服务，充分满足一站式消费需求，
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现代
都市生活。五星百货全体员工祝全市人民
元宵节快乐！

(郭庆文)

五星百货与您相约春天·共享美丽

三月，春意浓浓的日子，三月，属于女
人的日子。乍暖还寒中，阳光一天天明媚起
来，忙碌辛劳中，准备好心情，迎接专属自
己的节日。

在这专属女性的美丽季节，打造靓丽
的自己才是王道！百大金鼎在女人节来临
之际，特推出“宠爱美人节”活动，魅力春装
6-8折，冬装2-3 . 8折最后狂力出清；卓怡/
迪兰朵莉/曼卡璐/卡丹仕/老爷车鞋品特
卖会引爆三月，性感猫人秒杀2 . 5折起送惊
喜；花舞锦裳迎春来，路逸沙美/音儿春装
新品绚丽上市，女性专属的时尚赠礼，为的
就是帮你打造时下最流行的“女王范儿”！

畅享女人礼，悦动三月天。尊贵礼会员
3 . 8倍积分；幸运礼满额送彩票，博3万元大
奖；温馨礼—满额送美丽康乃馨，扫微信也
送康乃馨哦！还有精美饰品任性送！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哦！

璀璨“女人”节，尽显时尚魅丽。在这个
节日里，百大金鼎黄金珠宝区为特别的你

献上祝福与礼赞。黄铂金系列新品闪耀上
市，部分品牌免费以旧换新；周生生、周大
福、谢瑞麟、潮宏基每克让利30--100元，满
额还有好礼赠送，让美丽将自己簇拥。花漾
女人,妆点美丽，日化类满200立减30/40，让
你由内而外耀白无瑕，美丽如约绽放。

狂欢3·8惊艳6小时，盛宴再次来袭，震
撼全城，黄金珠宝/男女装/男女皮鞋/针纺
内衣/儿童床品...有您想不到的激情诱惑！
摸得到/看得到狂欢优惠，爱就这么任性
了！

你有“最强大脑”，我有“奇葩灯谜”，灯
谜竞猜，强势来袭。百大金鼎“新东方?龙湾
杯”百万市民灯谜群英会颁奖晚会3 . 8日晚
火爆登场，大奖现场送不停！
明媚的阳春三月，美丽的女人节，让自己放

松一下，妩媚一下，野蛮一下，奢侈一
下….浪漫不浪漫全由你自己!请姐妹们尽
情娱乐，在我们的节日里，抒发自己的心绪
和情怀吧。 王慧梅

东风夜放花千树 春风摇曳女人节
百大金鼎2015扮靓女人节狠狠宠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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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3月5日讯 (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从聊城火车

站和汽车总站获悉，5日至9日，
将出现持续的客流高峰。

5日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
节，聊城汽车总站内，聊城至各
县市及济南、泰安等中短途线
路的旅客在购票乘车，聊城火
车站候车厅内，去往济南的旅
客也比往常增加许多。另外，还
有一些到处“赶考”的艺考生。

聊城汽车总站和聊城火车

站工作人员分析，从最近客流
来看，元宵节后，由于省内各大
高校陆续开学，再加上最近艺
考学生客流，节后将出现短途
学生、务工和艺考学生流相互
叠加、高度集中的特点。方向以
省内青岛、济南、淄博等地为
主，省外则以昆明、广州、西安、
乌鲁木齐、哈尔滨等方向为主。
预计这次客流高峰将一直从5
日持续到9日，连续五天。

从目前火车票预售情况来

看，哈尔滨、北京、西安、郑州、
青岛、烟台、济南等方向较为热
门，但票额也比较充足，广州、
西安、东北等方向的长途火车
票比较紧张。

汽车方面，近日聊城汽车
站发送旅客主要为农民工客
流，方向集中在北京、天津、东
营、塘沽、黄岛、青岛方向，目
前农民工客流虽有所减弱，但
随着艺考生加入，使得车站再
次形成了又一轮客流小高峰。

最近客流较多的线路为淄博、
潍坊、东营、北京、黄岛、青岛
方向，根据当天客流情况，车
站增设了加班客票，增加相应
班次。

运力保障方面，聊城火车
站及时增开售票窗口和人工取
票、改签窗口，并开设当日车票
销售和热门方向车次窗口和学
生、农民工售票窗口，聊城汽车
总站则开通“艺考直通车”，方
便比较集中的艺考生客流。

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叠加

聊聊城城未未来来三三天天将将持持续续客客流流高高峰峰

本报聊城3月5日讯 (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从城区各大

旅行社了解到，春节假期过后，
旅游市场迎来今年第一个错峰
游季，不少线路大幅降价，错峰
出游成为热点。

记者走访了解到，春节假
期过后，旅游市场明显降温，如
春节假期最火的三亚游，现在
报价降了近一半，港澳游价格
也降低了一半多。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游方
面，国内长线的海南、云南、福
建等地，团队游价格降幅最大，
因为很快就到了踏青、赏花季
节，游客前往华东地区人数增
多，这样的“错峰”时段到华东
旅游也比较实惠；出境游方面，
小错峰期间多条线路价格回落
至春节前水平，从目前预定情
况来看，中国台湾、日本、欧洲、
美国等有望成为今年最热门的

错峰游目的地。错峰出游，很多
线路甚至能享受到拦腰对折的
价格优惠，自由行最大降幅达
到八成。

城区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说，
现在相对来说是个旅游小淡季，
机票、酒店都有一定折扣，国内
游成本也在降低。记者在各大旅
游网站查询了解到，西安、哈尔
滨等国内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
机票，都从春节期间的九折、全

价，回落至三至五折，酒店房价
也普遍下调两成左右。

“由于游客急剧减少，春节
后旅游降价，这个时间段的错
峰游很合适。”该负责人介绍，
一般来说，从春节假后到3月
底，是一年之中旅游价格最为
优惠的时间段。有时间的市民，
不妨抓住错峰良机出游，既可
享受实在的价格优惠，也避免
人挤人的烦恼。

““游游””价价跳跳水水，，错错峰峰出出游游成成热热点点

本报聊城3月5日讯 (记者
张召旭 ) 元宵节来临，城

区烟花爆竹销售也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5日，记者走访城区
烟花爆竹临时销售点了解到，
今年烟花爆竹销量远不如去
年，部分零售商手里还剩下一
大半的货物没卖出去。

“烟花便宜了，元宵节放
烟花大吉大利好兆头！”5日上
午，在向阳路一家烟花爆竹摊
点，店主正热情地招揽顾客，
可他的烟花爆竹摊前几乎没
有顾客光顾。

“从去年开始生意就不好
做了，我现在卖的还有一部分
是去年的存货，今年这些一共
是3万多元的货物，卖了还不
到 2 万 ，现 在 生 意 越 来 越 难
做。”城区另一家烟花爆竹商
贩王先生说，虽然剩余的烟花
可交给批发企业保管，可卖不
出去心里始终不是滋味。“烟
花保质期一般都是3年，眼看
着行情一年不如一年，就怕明
年连剩下的这点也卖不出去，
我一开始想倒手给别人，可没
人愿意要。”

“这都十五了，我手里还
压了一半货，今年烟花爆竹是
卖得最差的一年。”已连续做
了6年烟花爆竹生意的李先生
说，他打算这几天低价甩货，

如果压货就得赔钱。
李先生说，前几年的雾霾

天让很多市民越来越注重环
保，所以最近两年买烟花爆竹
的人少了很多，现在市民购买

鞭炮的欲望越来越小。再加上
一些企业会集中购进一批大型
烟花，留到元宵节当晚燃放，自
己买也是看，别人放也是看，所
以很多市民干脆不买了。

城城区区烟烟花花爆爆竹竹销销量量大大幅幅下下滑滑
销售已近尾声，部分零售商还剩下一大半货

元宵节来临，城区烟花爆竹销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本报聊城3月5日讯 (记者
张召旭 ) 记者走访城区部分书
店了解到，节日期间到书店买书
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特别是临近
开学，有不少中小学生到书店购
买新学期的教辅书籍。

5日，新华书店里人头攒动，
收银台前排起了长队，很多中小
学生在家长陪伴下来选购书籍。

“孩子上初三了，马上就要开学，
过来选几本辅导书，希望孩子新
学期能考出好成绩。”市民陈女
士正带着女儿挑选中考辅导书。

城区另一家书店内，市民刘
先生一连选了好几本数学教辅
书，“孩子其它科目成绩都还不
错，唯独数学差一点，多买几本
书让他看。”刘先生说，教辅书籍
种类繁多，他也不知道选哪一种
好，所以多买几本让孩子自己看
一下。

“教辅书的销量和学生开学
时间密切相关，一般开学后一到
两周内，教辅书销售量会达到高
峰。加上现在家长对孩子教育非
常重视，不少学生学习自主性也
提高了，开学在即，最好卖的书
就是各类教辅书。”东昌路一家
书店工作人员介绍，新学期马上
就要开始了，教辅书籍卖得最
好，销量几乎是平日里的一倍还
要多。

城区一家书店老板介绍，现
在很多家长存在教辅书越多越
好的误区，通常一次性买很多，
但眼下销售的教辅书质量参差
不齐，最好由老师为学生选择，
因为他们最有经验，知道哪些教
辅内容恰当，难度适中。

开学在即

教辅书籍走俏

为弘扬雷锋精神，学习雷锋
榜样，3月5日，聊城双拥志愿者
联盟会长倪西群与聊城大学雷
锋义工队志愿者通过慰问和平
医院老党员、义务献血等方式，
在雷锋日到来之际送出爱心，传
递雷锋正能量。

本报记者 郭庆文 通讯
员 徐长修 摄

雷锋日，在行动


	L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