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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购物狂，如
果你是电影发烧友，如果
你喜欢电玩游艺……吃喝
玩乐购尽享花样生活，一
站式体验8月21日泰安万达
广场盛妆开启。

中国商业地产领军品
牌，27年110余城，万达布局
全国，致力于打造国际化大
都会的中心风范，以其独有
的商业智慧经营城市，赢得
世界荣耀。万达广场拥有毋
庸置疑的影响力，主要在于
万达的品牌效应，主力店全
部是国际级，将他们集合在
一起形成“商业联盟”，从而
形成业界最为珍贵的“商业
资源”。

万达集团作为一个有

担当、有胆识的企业，“国
际万达，百年企业”是万达
集团的未来，每一座万达
广场，都始终立于浪潮之
巅，推动着城市的中心化
与国际化进程。

雄厚的资金实力、独
特的商业模式、超常规的
发展战略，让万达集团拥
有极强的品牌号召力；巨
额的投资、超大的规模、丰
富的业态，让万达广场独
具非凡的商圈影响力，万
达产品更被投资者奉为资
产保值增值的最佳选择。
在万达强大的市场运作能
力和大格局眼光布局下，
万达城带给业主的不仅是
现实的财富，还有未来的

财富保证。
8月21日泰安万达广场

即将人潮汹涌，精彩开业。
如今，万达广场40-200㎡中
心旺铺，占据万达商业内
街黄金位置，360°循环导
入大商业2000万客流财潮，
众多主力品牌店面及2000

家国际一线品牌比邻经
营，火爆热销中。租客已
到，只等房东，如此诱惑
力，好铺位劲爆狂销，逐日
递减。距离万达广场开业
还有3天，小伙伴们快准备
好钱包，在万达开业的时
候尽情的享受一站式体验
的生活吧，吃喝玩乐购尽
享花样生活，就在泰安万
达广场。

泰泰山山国国际际登登山山节节99月月66日日开开幕幕
登山赛、投资合作洽谈会、旅游文化周等好戏不断

泰山入选首批
中国森林氧吧

本报泰安8月19日讯(记者
路伟) 近日，经“寻找中国森

林氧吧”评选委员会严格审核
评选，泰山被列入全国首批38
个“中国森林氧吧”。

“寻找中国森林氧吧”活动
是由《森林与人类》杂志发起，
邀请专家学者等通过对森林区
域的负氧离子浓度、空气清新
度，尤其是对负氧离子、空气颗
粒物、空气细菌含量等森林健
康因子进行定量的科学评价，
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富含负氧离
子和空气清新的国家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心血管内科专家
做客空中诊室

本报泰安8月19日讯(记者
路伟) 21日上午，本报空中

诊室继续开诊，泰山医学院附
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副教授，山东省中西
医结合学会心脑同治委员会委
员，泰安市心血管学会委员，中
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心电学分
会会员李元民做客本期空中诊
室，他将为大家讲解冠心病的
治疗以及预防措施。

本期“空中诊室”栏目时间:
8月21日上午9:30-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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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伟、孔德会、张明英，
2009年4月25日，你们与我
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借我
本金壹拾柒万元整，已于
2015年4月25日到期。我现
将该笔债权全额装让给第
三人刘清敏。望你们接到通
知后及时将该笔款项付清。

特此公告
公告人：王小东
2015年8月19日

本报泰安8月19日讯
(记者 侯峰 实习生 张
艳) 泰安第二十九届泰山
国际登山节暨2015中国泰
安投资合作洽谈会将于
2015年9月6日至12日举办。
登山比赛、投资合作洽谈
会、旅游文化周等好戏将轮
番上演。

本届登山节共安排了
开幕式暨泰山国际登山比
赛(第二十届全国全民健身
登泰山比赛、环泰山万人健
身跑)、2015中国泰安投资合
作洽谈会和“幸福泰安”旅
游文化周三大项活动。

9月6日8：30，在山东农业

大学东校区体育场(原林校
操场)，开幕式暨泰山国际登
山比赛(第二十届全国全民
健身登泰山比赛、环泰山万
人健身跑)将率先开始。

9月6日至9日，2015中国
泰安投资合作洽谈会将举
行，本次活动邀请世界500
强企业、国内100强企业、跨
国公司、上市公司和鲁商精
英来泰安考察，开展经贸洽
谈、招商引资活动。同时举
办百名台协会长泰山行和
百名知名外商泰安行活动。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9
月6日至12日举行的“幸福
泰安”旅游文化周无疑非

常有吸引力，伴随着京杭
大 运 河 、“ 大 运 河 之
心”——— 东平戴村坝申遗
的成功，本届登山节期间
将在东平县举行2015年京
杭大运河城市旅游推广联
盟年会。为更好的传播、推
广“中华泰山 天下泰安”
核心旅游文化品牌，加速
泰安文化与旅游融合，本
届登山节期间举办2015中
国(国际)“天下泰安”旅游
航拍邀请赛颁奖盛典暨旅
游微视—《微游泰安》上线
仪式，以“绽放美丽，感知
泰安”为主题，通过旅游航
拍邀请赛，以无人机的形

式多元化、多角度向世人
展示泰安旅游新面貌。此
外，今年登山节期间还将
举办“幸福泰安，最美田
园”乡村旅游推广评选活
动 ；举 办“ 高 山 的 对
话”——— 世界人文最高峰-
泰山与世界自然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旅游摄影联展
暨《邮票上的泰山》珍藏册
发行仪式等活动。

根据安排，泰山国际登
山节期间，对旅行社组织的
境外游客进山和乘坐缆车
给予半价优惠；各指定景
区、酒店、旅行社实行让利
优惠政策。

本报泰安8月19日讯(记
者 路伟 ) 今年5月至7月，
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抽检瓶(桶)装饮用水282批次，
不合格产品94批次。此次共抽
检泰安20批次产品，只有8批
次合格，合格率仅为40%。

记者从不合格产品信息
中看到，这12批次饮用水中，
有10批次不合格原因是菌落
总数。根据国家饮用水标准
GB 5749-85规定，菌落总数不
得超过100cfu/g(ml)，新泰金
斗泉饮用纯净水菌落总数达
到4000cfu/g(ml)，超标40倍。泰
安新业经贸有限公司饮用纯
净水亚硝酸盐不合格，亚硝
酸盐过量摄入会危害人们特
别是婴幼儿健康，属于高风
险。

对于抽检中发现的不合
格产品，企业所在地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已采取责令企业及时采取下
架、召回等措施。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要求上述不合格
食品生产企业所在地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对生产不合格产
品的企业进行立案调查，查
明生产不合格产品的批次、
数量和原因，制定整改措施。

市民如购买到或发现这
些不合格产品，可拨打12331
投诉或举报。

1122批批次次饮饮用用水水抽抽检检不不合合格格
其中10批次菌落总数超标，新泰“金斗泉”超标40倍

12批次不合格饮用水名单

万万达达开开业业倒倒计计时时22天天，，谁谁能能抓抓住住万万达达““金金尾尾巴巴””

抢抢占占4400--220000㎡㎡中中心心旺旺铺铺，，抢抢占占财财富富位位

债权转让公告

食品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规格型号 商标 生产日期 不合格项目

饮用纯净水 泰安鲁通纯净水厂 18 . 9L/桶 鲁通 2015 . 4 . 28 菌落总数

纯净水
泰安市泰山城建热电

有限公司
500mL/瓶

东岳山
泉

2015 . 4 . 25 电导率菌落总数

御脉泉饮用
纯净水

泰安市泰山区特丽食
品饮料厂

18 . 9L/桶 / 2015 . 4 . 28
高锰酸钾消耗量/

耗氧量（O2）

彩石溪优质
纯净水

泰安市水美饮品有限
公司

4L/桶 / 2015 . 4 . 27 菌落总数

东山源
饮用纯净水

新泰市绿源制水有限
责任公司

18 . 9L/桶 / 2015 . 4 . 20 电导率菌落总数

金斗泉
饮用纯净水

新泰市金斗泉饮用水
有限公司

18 . 9L/桶 金斗泉 2015 . 4 . 21 菌落总数,

饮用纯净水
泰安新业经贸有限公

司
18 . 9L/桶 / 2015 . 4 . 21

电导率亚硝酸盐
(NO2-)菌落总数

饮用山泉水
泰安市泰山岳溪泉饮

品有限公司
18 . 9L/桶 岳溪泉 2015 . 5 . 7 菌落总数

饮用水
泰安开发区沃华商贸有
限公司岱岳区分公司

18 . 9L/桶 / 2015 . 5 . 8 菌落总数

饮用天然山
泉水

泰安市岱岳区泰山一
美饮品厂

18 . 9L/桶
泰山
一美

2015 . 5 . 7 菌落总数

梨园雪
山泉水

山东泰山梨园雪饮品
有限公司

18 . 9L/桶 梨园雪 2015 . 5 . 7 菌落总数

旋崮山饮用
天然矿泉水

新泰市中旋崮山矿泉
水厂

18 . 9L/桶 梦旋 2015 . 4 . 22 大肠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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