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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韩韩友友好好音音乐乐会会在在烟烟台台华华丽丽唱唱响响
两地艺术家与上千观众欢聚一堂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实习记者 刘丹) 近
日，“华安国际·自贸城”第五届
中韩友好音乐会在烟台大剧院
圆满落幕，来自韩国的著名艺
术家、烟台当地艺术家与上千
名观众欢聚一堂，奉献了一场
精彩的音乐盛宴，现场互动火
爆，音乐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圆
满落下了帷幕。

此次音乐会，是中韩顶级
优秀艺术家的第五次合作，由
烟台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齐
鲁晚报、中国山东网、韩国亚洲
新闻集团共同举办，由华安集
团独家冠名赞助。音乐会上，烟
台市人大外事侨务民族委员会

主任孙夜晓、烟台市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会长张祖峡、韩国亚
洲新闻集团会长郭永吉等重要
嘉宾一同出席了此次音乐会。

作为本届音乐会的主办方
之一，齐鲁晚报全程追踪播报
本次音乐会盛况。

本届音乐会精彩纷呈，烟台
市舞蹈家协会以一支欢快的民
族舞《舒心的日子扭着过》拉开
了此次音乐会的序幕。精彩绝伦
的男高音歌唱、配合默契的男女
混声、曼妙多姿的伴舞、收放自
如的小提琴演奏、独具特色的民
乐五重奏，为观众带来视觉和听
觉上的双重享受。

会上，电视剧《奶酪陷阱》

主题曲原唱刘智仁亲临现场倾
情 献 唱 。韩 国 说 唱 组 合
FRESHBOYS与韩国著名组合
DI DOC主唱金昌烈带来的或
舒缓或劲爆或流行或怀旧风格
迥异的歌曲、韩国肚皮舞创始
人秋旻秀带来的肚皮舞更是将
晚会不断推向高潮，观众掌声
阵阵、尖叫连连，现场气氛非常
热烈，台上台下汇聚成欢乐的
海洋。

孙夜晓主任表示，中韩友
好音乐会已连续举办五届，音
乐会旨在不断深化与韩国的全
方位合作，搭建烟台市与韩国
的文化交流平台，让两国人民
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中中国国平平安安助助阵阵深深圳圳国国际际马马拉拉松松为为3355000000名名赛赛事事人人员员提提供供保保障障

12月18日，2016年深圳国
际马拉松鸣枪开跑。作为首席
保险官，中国平安为“深马”提
供了全面的一揽子风险解决方
案，包括为近35000名选手、赛
事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提供独
家的全方位保险保障和快速便
捷的理赔服务。

据悉，本届深圳国际马拉松
以“我爱祖国 我爱深圳”为主
题，奖牌的设计理念也紧紧围绕
深圳城市特色展开，600米高的
平安国际金融中心等深圳地标
建筑出现在奖牌正面。作为华南
第一高楼及平安集团总部大楼，
平安国际金融中心自2009年启
动建设到2016年底全面竣工，见
证了中国平安从世界五百强383
位跻身前50强并位列41位，既象
征着深圳速度和高度，也寓意着
深圳不断向上的进取精神。

作为赛事首席保险官，中国

平安为近35000名选手、赛事工作
人员及志愿者全方位保险保障，
包括意外伤害、意外医疗和住院
津贴等。平安产险的理赔业务员
在赛事当天驻守在赛道附近的大
型医院，为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做好应急准备。赛事期间，平安国
际金融中心在大厦外墙点亮“加
油深马，深圳速度，平安高度”的
标语，为比赛加油助威。同时，中
国平安派出近百人的拉拉队，在
沿途为参赛选手鼓劲。

随着马拉松赛事的蓬勃发
展，跑友人数的不断增长，跑马
的风险也随之增高。

对此，中国平安近年来为
上海马拉松、深圳马拉松、南京
马拉松等多项马拉松赛事提供
保险保障和志愿服务，并推出
最高保额为50万元的“马拉松
旅游保险”，为参与马拉松而可
能出现的意外伤害医疗、意外

身故、残疾或猝死提供保险保
障。而平安产险与服务于国内
各大马拉松及长跑赛事的专业
APP软件“马拉马拉”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致力打造“跑友金融
生态圈”。同时，中国平安积极
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和健步跑步
运 动 ，平 安 人 寿 开 展“ 平 安
RUN”健康活动，预计全年有
89 . 3万人参加45家机构举办的
健步、健跑活动，开展场次逾百
场，为客户及家人带去健康简
单的品质生活，让整个社会充
满生机与活力。

除了跑步，中国平安还积
极助力足球等体育事业发展。
今年8月，中国平安升级成为中
国足协中国之队金融领域的首
家官方赞助商，赞助升级整体
的费用投入在4500万，将为中
国各级国家队提供14 . 2亿保额
的“黄金腿”保险。

近年来，中国平安在非传
统金融业务上进一步加速，将
金融服务融入客户“医、食、住、
行、玩”的生活场景和需求，通
过传统与非传统齐头并进，从

“管理财富、管理健康、管理生
活”三个维度切入，给予客户全
方位的关怀，而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打造健康生态圈正是中
国平安对于客户健康关注的体
现。例如，作为健康医疗服务的
平台级入口，2015年4月正式上
线的“平安好医生”APP以医生
资源为核心，利用移动互联网
平台可与用户进行随时随地的
医患实时沟通，并通过平安“万
家诊所”实现线下服务的落地，
从预防保健、导医初诊、预约挂
号等诊前服务，到复诊随访、康
复指导、慢病管理及用药提醒
等诊后服务，面向亚健康及疾
患人群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招聘投递员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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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安国际·世贸城”中韩友好音乐会在文化中心内举行，来自中

韩双方的艺术家在舞台上为观众带来精彩演出。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中中韩韩民民间间友友好好交交流流
近日，烟台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韩亚航空、华安集团、韩国亚洲新闻集团、齐鲁晚报、中国山东

网工作人员来到到烟台特殊教育学校，与在校学生进行了沟通交流，并给学生带去了慰问金。来自韩
国的棒球教练还在校园内教学生们打棒球，欢呼声和笑声响彻整个校园 。

当天，在烟台大剧院，上述单位还为促进中韩两国交流的优秀学生李明勋、文喜园、胡迪、褚莹颁
发了奖学金。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实习记者 刘丹 摄影报道

烟烟台台开开发发区区公公车车拍拍卖卖
3311日日开开拍拍，，共共224455辆辆公公车车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焦兰清) 据山东正和拍卖
有限公司蒋经理介绍，定于
2016年12月31日上午8:30通
过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
卖 平 台 ( h t t p : / /
pm.caa123 .org.cn)举办烟台
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关车改取
消车辆拍卖会，车型有雪佛
兰、帕萨特、捷达、别克、桑塔
纳、商务面包车等，此次共有
245辆公车待拍卖。

展示时间及地点：12月
27日-28日(9:00-16：00)在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131号蓝天大酒店院内(国家
羽毛球训练基地对面)公开
展示。

据了解，此次拍卖起拍
价最低的为500元一辆的蓝
龙小轿车，起拍价最高的为
8 . 6万的丰田越野。咨询电
话 ：0 5 3 5 - 6 2 0 3 2 4 8 、
13583531666、18605356989。

蓬蓬莱莱检检验验检检疫疫局局迎迎接接
地地方方窗窗口口单单位位现现场场观观摩摩

本报12月21日讯(通讯员
刘业生 记者 秦雪丽)
近期，蓬莱检验检疫局报

检大厅迎接了蓬莱市宣传部
和文明办组织的辖区近60家
窗口单位的现场观摩，获得
了参观单位代表们的一致好
评。

蓬莱检验检疫局检务窗
口先后被评为“全国检验检
疫系统示范窗口”“省级青年
文明号”“，连续多年获得了
蓬莱市“十佳服务窗口”“和

谐文明服务窗口”等荣誉称
号，在山东检验检疫系统通
过第三方测评的顾客满意度
调查中取得了全省口岸局第
1名的好成绩。

目前，该局正推进检务
大厅“五个一”品牌建设，即
打造“一流质量、一流效率、
一流服务、一流业绩、一流形
象”的五个一品牌，以便更好
地服务蓬莱市地方经济发
展，更好地服务辖区进出口
企业。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杜
晓丹) 学生近视不容忽视，24
日，本报组织中小学生到烟台
麦迪格爱眼中心免费检查视
力，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仅限
15人，想来的赶紧报名吧！

本周六上午烟台麦迪格爱
眼中心，将免费为烟台5岁至15

周岁的中小学生提供价值480
元的八项眼常规检查。到场的
中小学生还将免费获赠价值38
元滴眼液一瓶，免费赠送近视
的学生价值980元防蓝光眼镜
一副，眼科专家将现场分享爱
眼知识。

时间：12月24日(周六)上

午9：30—11：00
电话：15698180503 杜老

师
地点：芝罘区海港路25号

阳光100A座1906室
温馨提示：本活动不收费，

活动仅限15人，须在家长陪同
下参与。

周周六六本本报报组组织织学学生生免免费费检检查查视视力力
活动仅限15人，赶紧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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