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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近 2 3 0㎡的标准
IMAX巨幕要如何才能挂起？
这样一块重达数吨的金属银
幕在切勿折叠的情况下，到
底是如何拔地而起的呢？

5日上午，备受关注的泰
安万达影城IMAX影厅，在
IMAX中国首席技术顾问、英
国工程师的指挥下，数层楼
高的巨幅银幕，在30多位员
工的努力下缓缓展开。

据工程师介绍，这块巨
幕表面经过喷银处理，是名
副其实的“银幕”。由于银幕
表面不能触碰，悬挂时要加
倍小心，在影厅搭起的钢架

上，垂下10条长绳，每条绳子
有两个人拉着，随着工程师
一声令下，员工们一起发力，
巨幕慢慢升起，固定到位，顺
利得完成了悬挂过程。自此
泰安首家IMAX影厅开幕正
式 进 入 倒 计 时 ！届 时 ，该
IMAX厅可容纳410余位观众
同时观影。

影城配备的IMAX影厅，
集成了加拿大IMAX公司研
究团队开发出的最新一代影
音体验系统：包含IMAX标准
级配置、水晶画质的金属巨
幕；采用实时激光校准，实现

“全境现场音”的音响系统；

以及由加拿大专业团队现场
督工建造的“无差别全视野”
梯级座椅影厅结构。

泰安万达影城是万达院
线全力打造的最新一代现代
化影城，位于泰安万达广场4

层，拥有7个售票位，工作人
员55名。泰安万达影城是泰
安市唯一一家拥有IMAX设
备的影城，大厅装修风格简
约现代，影厅设计独立舒适，
音响效果立体清澈，是观看
影片的最佳场所。影城共设
10个放映厅，座位数1860个，
总面积约为9000平米，其中
包括 1 个V I P 贵宾厅、1 个
IMAX影厅和8个拥有世界最
先进的RealD 3D影厅，预估
日均人流量4000人。8月21
日，随着万达广场的开业，降
将为泰城影迷带来世界顶尖
观影体验。 (杨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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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万达广场开业在
即，社区行的最后两场活
动将于本周末在泰安万达
北广场举行。现场商户提
供各类精美礼品，超值优
惠券等你来拿;参加微信摇
一摇活动，更有机会获得
40寸超大彩电。

白天的活动精彩不
断，晚间活动更不容错过。
活动晚七点，还将为您奉
上精彩的文艺演出，可爱
的卡通人偶巡游，嗨爆全
场的摇滚乐队，悦耳动听
的金歌劲曲，酷炫动感的
街舞，异域风情的拉丁舞，

神秘刺激的魔术，性感热
辣的模特T台走秀，让您大
饱眼福！

泰安万达广场位于泰
安时代发展轴南端，总建
筑面积约70余万㎡，集国
际购物中心、五星级酒店、
高端写字楼、商业步行街
和精装SOHO公寓等五大
城市功能于一体，是泰安
规模最大的一站式、城市
综合体。泰安万达广场自
2013年5月进驻泰安以来，
仅仅用了不到两年半的时
间，就建立起一座新的城
市中心，惊人的建设进度

令人瞠目结舌。
8月21日，泰安万达广

场将盛大开业。泰安万达
强势引进万达IMAX影院、
国美电器、万达宝贝王、万
达大玩家、孩子王、HM、优
衣库、鼎龙健身、图途户
外、滔博运动城、满香园自
助等主力店，进驻知名品
牌多达200余个，涵盖服
装、精品、餐饮、娱乐休闲
等各个业态，其中，首次进
驻泰安的品牌数占比为
60%，全方位满足泰安人民
吃喝玩乐购的一站式新潮
生活体验。

万万达达社社区区行行最最后后一一场场即即将将启启动动
本周末，相约万达北广场

8月2日，泰山国际采购中
心“名企俱乐部”再添一名重
量级新成员。中国大陆最大的
家电零售连锁品牌——— 国美
电器，与泰山国际采购中心正
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将于
近期隆重进驻国采中心。

岱岳区政府相关领导、国
美电器泰安区总经理杨列栋
先生、泰安中富兴泰置业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白宇先生
以及多位嘉宾共同见证了这
一盛大时刻。

作为中国500强企业，国
美电器在中国大中型城市拥
有直营门店1400多家，品牌价

值553亿元，成为中国家电连
锁零售第一品牌。

国美电器国采中心店将
被打造成泰西最大的家电一
站式购买平台。除了国美电
器，国采中心还强势吸引了诸
多大牌进驻：泰安第一家银座
家居、速买商城、时时顺物流、
天源新能源、旺普太阳能、天
鸣家电、鸿星不锈钢、轻纺鞋
帽……泰山国际采购中心正
成为泰安商机最大、规模最
大、人气和品牌最强的产业集
群，以无可替代的行业“火车
头”优势，让这片土地成为泰
安商业钱潮的第一聚宝盆。

国美电器与泰山国际采购中心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盛大举行

电电梯梯下下到到一一楼楼 半半小小时时打打不不开开
信德彩世界一住户吓坏了，多亏被及时救出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者 张伟) 4日22时许，
信德彩世界小区1号楼2单
元，一名60岁左右的男子乘
坐电梯下楼时，电梯突然
发生停电故障，该男子被
困电梯近半小时。在消防
官兵协助下，男子被成功
救出。

4日晚10点左右，家住
信德彩世界小区的谢先生
想出去逛一圈，从10楼乘坐

电梯下楼，电梯在下到1楼
时，突然颤了一下，随后停
止运行，电梯门也没有打
开。“我等了好一会，意识
到电梯有可能出了故障，
就用手拍打电梯门，也没
人回应。”谢先生说，他开
始有些害怕，连忙拨打了
报警电话求助。

泰安消防特勤中队到
场后，隔着电梯门，与谢先
生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并

用相关工具，撬开一条缝
隙，利于空气流通。随后赶
来的电梯维保工作人员，
经多次尝试，用电梯钥匙，
从外边打开电梯门，将谢
先生救了出来。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
到，电梯都使用双回路供电
系统，电梯轿厢上有多条安
全钢缆，安全系数比较高，
一般不会出现电梯突然下
坠的场面。“发生故障后，如

果电梯门打不开，应立即用
电梯内的警铃、对讲机或电
话与管理员联系，或拨打报
警电话求救。”市质监局工
作人员介绍，因为乘客并不
清楚轿厢所处位置，一旦门
被打开，就可能有坠落的危
险。“电梯发生故障，最好的
方法是在轿厢里冷静等待
救援，切忌在轿厢里扒门或
撬门。”
（奖励线索提供人 50元）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者 路伟 实习生 张
艳) 6日凌晨1点左右，在泰
肥路道朗西边两公里处，发
生一起两辆大货车迎面相
撞事故，造成一死三伤。救
援工作用时近3小时，事故
造成泰肥路大面积堵车。

6日凌晨1点多，泰山医
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接到
120指挥中心调度，称在泰
肥路道朗镇西两公里处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有
人受伤需要救治。随后医
护人员立即赶往现场。据
介绍，发生事故的是两辆
大货车，两车迎面撞上，导

致驾驶室严重变形，均有
人被困其中。

在事故现场，两辆车
均停在这条道路的中线
上，其中自东向西的货车
满载钢筋，两车相撞后钢
筋直接压到驾驶室上，给
救援造成很大难度。吊车
赶往现场后将车顶的钢筋
运下来，消防官兵对两车
进行破拆救人，整个救援
过程持续了近3小时。

这起交通事故导致自
西向东的货车驾驶员当场
死亡，另外三名男子受伤。救
护车分两次将四人送往医
院，其中一人留院观察，另外

两人伤势较重住进骨科。
事故发生后，交警赶

往现场疏导交通，但是由
于事故导致双向车道无法

正常通车，导致泰肥路大
面积堵车。事故处理完后，
交通才慢慢恢复正常。
（奖励线索提供人 50元）

本报泰安8月6日讯(记者
曹剑 通讯员 张力斌) 3日
晚上11点，一辆厢式货车撞了
一辆三轮车和电动车，并拖行
电动车开出千米后甩在路边。
民警通过现场遗落碎片，很快
锁定嫌疑人身份，并排查到嫌
疑车，但嫌疑人至今未露面。

8月3日23时许，城东大队事
故中队接到群众报警，城东大
队民警苏咏、闫玉和协警员迅
速赶赴现场。在事故现场，民警
只发现一辆三轮车，但通过现
场勘查分析，应该还有一辆电
动自行车。在清理现场时，民警
发现一张车辆保险标志，据此
迅速锁定肇事嫌疑车辆。

办案民警分析，肇事的轻
型厢式货车沿天烛峰路由南向
北行驶至事故地点时，与一辆
电动自行车相撞后，紧接着又
与一辆三轮车相撞，肇事货车
驾驶员驾车沿路向南逃逸，被
撞倒的电动自行车挂在车前底
部。当行驶至灵山大街与天烛
峰路路口以东十米处时，肇事
嫌疑人停车将电动车拽下来扔
到路边，然后继续逃逸。

第二天一早，民警通过嫌
疑车辆很快锁定了肇事嫌疑
人，该嫌疑人称自己在光彩大
市场，民警赶往光彩大市场却
未找到，再拨其电话已关机。

目前此案仍在侦办中。

两两辆辆大大货货迎迎面面撞撞上上一一死死三三伤伤
泰肥路大面积堵车三小时

货车撞倒电动车
拖行千米甩路边

两辆车车头都严重变形。 本报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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