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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第四届517网购
节已于5月21日圆满落幕。活
动期间，活动页面浏览量超
过3亿次，手机营业厅客户端
登录量超过4000万次，订购类
订单超过200万笔，销售类订
单超过40万笔。

据了解，中国联通已经
全面构建了集中的、开放的
大数据平台，处于行业领先
地位，乃至在全亚洲也是先
进水平。本次网购节推出了

“沃的移动互联生活”，联通
用户只要输入自己的电话号
码和服务密码就能够准确的
获得在网时间、月均流量使

用量、通话频率、上网偏好等
数据化数据，获得广大用户
好评和转发，活动期间超过
300万用户参加。

同时，本次网购节依托
大数据平台的数据沉淀和处
理能力，实现了对用户“千人
千面”的页面展示效果，给用
户带来全新购物体验。单日
最大访问量1000万次，总计访
问量近4 0 0 0万次。单时段 (按
小 时 ) 峰 值 9 0 多 万 次 ，Q P S
(Query Per Second每秒查询
率 )峰值约3 4 0 0 次/ s。大数据
为网购节活动的顺利开展提
供了可靠的保障，同时也极

大提升了活动效果，活动页
面浏览量超过3亿次，较去年
网购节同期增长1 2 8 % ，销售
类总订单量超过 4 0 万笔，较
去年网购节增长2 4 0 % ，转化
率较以往提升了近1倍。

本届网购节，入网不足3

年的用户可通过微信等社交
媒体，邀请其他联通用户帮
忙“网龄合体”增加在网时
长。一时间 “求合体”成为
网络热词。据统计，活动期间
主动发起合体的用户近 2 0 0

万，帮助他人的合体用户超
100万。

活动期间，手机营业厅

登录用户数呈爆发式增长，
超过4000万次，环比增长180%

，本届网购节推出了“线上
预约线下办理”的老用户专
属服务，活动期间，共有近万
用户预约到线下办理相关业
务。此外，“零零花”注册用户
近 3 万户，相当于发出了 3 万
张电子信用卡。

本次网购节结束后，中
国联通还将继续在网上营业
厅、手机营业厅不定期推出
各种优惠促销活动，包括新
品首发、手机试用等，感兴趣
的消费者不妨继续关注。

(邓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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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大数据下的网购狂欢盛宴 5月30日(周六)，泰安中百大厦亲友

会感恩回馈专场即将火爆开场，本次活
动属于员工限时内购，活动从下午6点开
始，持续4个小时。活动期间不赠礼，不赠
券，凭邀请礼券可享受名品大牌折上折
钜惠！

为了最大力度回馈亲友，确保亲友
们能选到心仪的商品，泰安中百大厦特
别提前联系沟通300余个品牌，储备了上
千万货品，目前货品已经全部到位，届时
亲友们可凭邀请礼券肆意血拼，尽情放
纵购物欲！

为提前了解到本次活动力度，记者
提前联系到泰安中百大厦企划主管，据
悉，本周六亲友凭邀请礼券可享受到服
饰类现活动基础上再享7-9折优惠，化妆
名品凭邀请礼券可享受到5-8 . 5折特惠，
黄金也就达到每克优惠40元的超级钜
惠，名表类7 . 5折起，这么大力度的活动
不妨来泰安中百大厦放手一购！

泰安中百大厦
让5月30日不普通

市市直直高高中中招招229944名名艺艺体体特特长长生生
招生学校为泰安一中、二中、泰山中学和长城中学

本报泰安5月26日讯(记者 白
雪) 近日，市教育局下发《关于做
好2015年市直高中学校艺体特长
生招生工作的通知》，今年市直高
中学校艺体特长生招生计划共294

人(含体育自主招生计划36人)，其
中泰安一中青年路校区63人(含体
育自主招生计划13人)、泰安一中
虎山路校区15人、泰安一中长城路
校区35人、泰安二中83人(含体育自
主招生计划23人)、泰山中学50人、
泰安长城中学48人。测试日期为5

月30日、31日。
根据《泰安市教育局2015年高

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意见》，符
合市直高中报考范围，具有一定音
乐、美术、体育专业特长，符合招生
限定条件的初中毕业生均可报名。
报名测试的专业必须是2015年市
直高中艺体特长生招生计划中规
定的专业和项目。报名测试音乐、
美术专业的，原则上要求参加过山
东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组织
的学生艺术水平考试，并达到五级

以上水平。参加体育特长生自主招
生的学生，可同时报名参加体育特
长生专业测试。

在具体测试中，音乐类测试内
容包括主项、副项及听音模唱和节
奏模打，考生可从声乐、器乐、舞蹈
中选择一个主项和一个副项，其中
主项为器乐或舞蹈的副项必须为
声乐，主项为声乐的副项为器乐或
舞蹈。音乐类专业测试成绩采用百
分制，主项占60%，副项占30%，听音
模唱和节奏模打占10%。

美术绘画类测试素描写生和
色彩写生(水粉)，考试采用照片写
生，成绩采用百分制，素描写生和
色彩写生(水粉)各占50%。书法类要
求用毛笔书写两幅作品，一幅用楷
书或隶书书写指定内容，另一幅为
自由创作，成绩采用百分制，两幅
作品各占50%。体育类测试按国家
规定内容和标准执行。

测试时，专业测试成绩在60分
以上的考生，将颁发《2015年艺体
特长生专业测试合格证书》，考生

可有资格报名参加市直高中艺体
特长生的招生录取。特长生录取时
要按文化成绩排序，分专业专项
(或单项 )按照计划1 :1 . 5的比例投
档，然后按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依次录取。文化课成绩相同时，专
业成绩高者优先投档；专业成绩相
同时,文化课成绩高者优先录取。

在组织报名、学籍审核、专业
测试和录取等工作中，市教育局纪
委将全程参与测试和录取工作，并
设立监督电话6991334、6297856、
8292286，接受社会监督。

本报泰安5月26日讯 (记者
陈新 ) 2 6 日，电视连续剧《我和
我的小姨子们》在岱岳区道朗镇
里峪村召开新闻发布会。该剧取
材三农，讲述了代理村干部大姐
夫同四个小姨子之间发生的爆笑
感人的故事，“蔫支书”和小姨子
们“斗智斗勇”，共同参与新农村
建设，该剧将在泰安拍摄80天。

《我和我的小姨子们》由长
春电影制片厂出品，著名导演成
科执导，成孝湜编剧，刘佩琦、马
睿、邢宇菲、傅艺伟、陈思斯、赵
麒等倾情出演。

2 6 日举办的发布会上，众演
员对自己的角色进行了介绍，主
角刘佩琦夹在众女星中间，原因
是他在剧中担任的主角大姐夫就
是这样一个角色。大姐夫是文化
局一名公务员，到老虎岗村担任
代理书记，这里是亡妻的老家，
家里有四个小姨子，大姐夫在小
姨 子 们 之 间 左 右 周 旋 ，和 她 们

“斗智斗勇”，共同建设新农村。
刘佩琦介绍，虽然此前他参

与拍摄过多部农村题材电视剧的
拍摄，但像大姐夫这样的角色他
也很少见过，这个人物角色性格
复杂颇有两面性，担任这样的角
色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
这步剧中除了四个小姨子，还有
大姐夫的女同事和初恋女友一共

六个女人，六个女人一聚头别提
有多热闹。

发布会上饰演小姨子的傅艺
伟、陈思斯、饰演初恋的马睿、邢
宇菲等演员都到场了。陈思斯介
绍，剧中六个女人各有千秋，而
且都能称得上是“女汉子”，陈思
斯笑称，这部剧是女人说了算。
当然除了剧中“小姨子们”，还有

“小姨子的丈夫们”，也都在现场
亮相。

发布会上，刘佩琦介绍，剧
组非常和谐有创作氛围，当天正

是傅艺伟的生日，剧组准备在晚
上安排一个仪式为她庆祝生日。

该剧预计在泰安拍摄8 0 天。
“道朗镇里峪村风景优美，民风
朴实，所以剧组选择了这里作为
拍摄的主要场地，剧中 4 5 % 的镜
头都在这里取景。”导演介绍。主
演刘佩琦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
他第二次来泰安拍戏。“泰安民
风质朴，文化底蕴丰富，在这里
拍戏，心里觉得非常踏实，似乎
自己的表演也厚重了。”

本报泰安5月26日讯
(记者 薛瑞 通讯员
郑燕 赵民) 26日，记者
了解到，文明出游条款或
将正式纳入旅行社合同，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组
团社或领队，或将面临处
罚甚至取消旅游资质。

26日，市旅游局召开
“全市深化文明旅游工作
座谈会”，5月至12月底，全
市围绕“文明旅游”，将开
展“文明与旅游同行”、“品

质旅游 伴你远行”等主
题宣传活动。

市旅游局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全市将建立文
明旅游长效机制，文明出
游条款或将正式纳入旅行
社合同，对存在违法违规
行为的组团社或领队，或
将面临处罚甚至取消旅游
资质。全市将通过文明旅
游联席机制为“文明旅游”
创建制度保障。

本报泰安5月26日讯
(记者 薛瑞) 针对儿童
节，泰安不少景区推出专
属儿童优惠，或者家庭套
票优惠，以及各类儿童主
题活动。

“六一”儿童节活动期
间(5月29日-6月1日)，泰安
市民仍可享受封禅大典30

元、50元及80元的市民优
惠政策。另外，小朋友(16

岁以下 )在至少一位家长
陪同下到场观演，可凭本
人户口本免费获得家长购
票区域演出门票一张。其
中购买50元和80元市民票
的家庭，小朋友还可额外
获赠封禅大典官方定制礼
品。另外，前来观演市民家
庭只要将您和孩子当天观
演的照片附上“我在封禅
大典”字样发布在朋友圈
中，截图后发送至官微，就
有机会获得泰山封禅大典
定制礼品。

5月30日-6月1日，在
泰山方特欢乐世界，两名
购全价票的游客可免费携
带一名身高1 . 5米以下(不
含1 . 5米 )的儿童入园。另
外，5月30日、31日两天，景
区在大摆锤项目附近设置
欢乐天地舞台。

在泰安天乐城水世
界，6月1日-30日，1 . 5米以
下儿童免门票，需要购票
成人陪同入园。另外，凭高
考、中考准考证，在窗口购
票50元/人，持中考、高考
准考证的10人以上团队，
通过旅行社报名免费入
园，需要购票成人陪同。

太阳部落推出大联欢
活动，6月1日-28日，原价
160元的景区通票售价60

元，所有1 . 2米以上儿童、
学生及成人散客均适用，
并且不限地区。同时，除景
区正常游乐项目开放外，
还有“吃西瓜比赛”等。

本报泰安5月26日讯
(记者 路伟) 28日，本报
空中诊室继续开诊，泰山
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
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周军
英做客本期空中诊室，她
将为大家讲解生殖健康方
面的相关知识。

随着“单独”二胎政策
放开，越来越多的妇女想
再次拥有自己的孩子。多

囊卵巢综合症和卵巢功能
下降等原因导致一些高龄
产妇再次孕育宝宝的希望
破灭。

本期“空中诊室”栏目
时间:5月28日上午9:30-10:
3 0 ,读者可拨打健康热线
18653887225,与专家进行直
接交流 ,也可提前发送问
题 至 栏 目 邮 箱
jinritaishan2013@163 .com。

““蔫蔫支支书书””PPKK““女女汉汉子子联联盟盟””
电视剧《我和我的小姨子们》开拍，刘佩琦等主演

生殖医学专家
做客空中诊室

儿童节大“放价”
景区优惠多

文明出游条款
将纳入合同

剧组所有演员。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更多招生信息，扫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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