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投上大屏幕 快速“玩转智能机”并不难
本周日下午的“玩转智能机”公益大讲堂开始报名抢座，培训更加侧重生活实用和资金安全

一边学习智能手机，一边交流

投资理财及防诈骗窍门，还有免费

领取智能手机的活动，这样的福利

是不是有点动心？生活日报“玩转

智能机”公益大讲堂本周日（8月6
日）下午2点继续开课，授课地点在

生活日报读者体验中心，地址：历

山路118号（历山路与泺源大街、和

平路交叉口东南角，优品汇奥特莱

斯购物广场地下一层），免费报名

电话：87976666、82921919，请读者届

时提前入场。

前几期开始，在凉爽宜人、宽

敞舒适的教室里，培训老师采用了

手机屏幕现场投至大屏的教学方

式讲解，许多读者一下就掌握了智

能手机在很多生活场景的应用方

法。不过我们发现，有的老年读者

培训时并没带智能手机前来，或者

使用的是已淘汰机型，听课时障碍

较大。所以，希望参加培训的读者

在家先让子女协助，提前注册好微

信用户，清理好手机内存。如果想现

场参加免费领取智能手机的活动，也

请一定带上身份证，并注意仔细阅读

文后的《免费领手机流程》。

前期，生活日报经与合作单位

中国移动、齐鑫金融深入沟通，大

家决定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切实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拿出一款移动

营业厅售价699元的中兴智能机用

于公益培训，对符合免费领机条件

的读者，由中国移动补贴399元、齐

鑫金融补贴300元，从而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免费领机，读者朋友可自

主选择是否参与活动。

相信读者对中国移动都不陌

生，而对齐鑫金融可能不太了解。

去年，为了帮读者规避各类投资陷

阱和理财误区，预防各种金融诈

骗，生活日报成立安心理财俱乐

部，并与山东红牛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开展战略合作，专门为俱乐部会

员推荐安全可靠、收益率较高的理

财产品。红牛金服是山东省国资委

旗下的国有全资互联网金融公司，

经山东省金融办批准，由省国资委

直属企业中泰证券(原齐鲁证券)、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等单位联合发

起成立，是山东省重点打造的互联

网金融示范单位。“齐鑫金融”是红

牛金服运营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平

台产品风险可控、兑付方便，是市

民安心理财的不二之选。

在听说生活日报针对济南市

老年读者启动智能手机公益培训

后，中国移动、齐鑫金融一致认为，

这个公益活动社会意义重大，纷纷

制定现金补贴政策，为读者提供帮

助，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另外，我们每周日下午2点开

始的“玩转智能机”公益大讲堂，更

加侧重投资理财及金融防诈骗话

题，请各位读者提前报名预约听课

座位，免费报名电话：8 7 9 7 6 6 6 6、

82921919。想加入本报安心理财俱

乐部微信群交流的话，请扫描下方

二维码申请。 记者 何涛

1 .济南地区读者报名参

加“玩转智能机”公益培训，

并通过智能手机免费订阅生

活日报微信公众号；

2.选用中国移动4G飞享套

餐（每月话费30元、最低可至20
元）并在网10个月，即可获399元
现金补贴，以300元价格，现场

购得品牌智能手机一部；

3 .通过生活日报专属通

道，注册成为齐鑫金融新用

户，并申购平台相应理财产

品，最高可报销300元购机款，

从而实现免费获得智能手机。

免费领手机流程
（缺一不可）

扫描通道二维码
开启安心理财之旅

加管理员好友
进安心理财群

中国邮储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山东省分部成立请珍惜指数冲高时的减仓机会

昨天我们提到，如果周三权重

股继续抱团发力，沪指盘中突破

3300点并不困难，但近期的成交量

已经露怯，所以在市场欢腾的时

候，我们最好在冲高时借机减仓，

做好止盈。周三，市场果然在权重

股的抱团发力下瞬间冲上了3300
点强压力位，只是在随即汹涌而至

的抛盘面前，后续增援资金实力不

济，指数又被逐级打压下来，最终

报收于3285点。

可以说，目前市场主力的意图

已经比较明显，那就是先借助拉抬

权重股站稳3300点再说。只有稳健

地拿下这个强压力位，后续行情才

有可能成立，八类股才有可能给市

场带来赚钱效应。不过，目前市场

的资金面却相对平静，在金融去杠

杆大背景下，大家似乎并无法看到

后援力量在哪里。因此，周四沪指

在3300点以下反复震荡将是大概

率事件，而且目前也无法排除盘中

急跌回调的可能。基于此，仓位重

的投资者最好继续顺势减仓，并静

待指数调整至有效的支撑区域(第
一道有效防线在3230点一带)时再

次进场。 栏目主持：何涛

8月1日上午，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山东省分部

挂牌仪式在济南举行，副省长于

国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

邵智宝出席并致辞。

于国安指出，成立三农金融事

业部山东省分部，是中国邮储银行

贯彻中央关于“三农”工作部署精

神、助力山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措施，也是山东省与

邮储银行合作发展的新亮点。邮

储银行山东省分行要以此为契

机，继续深耕“三农”，创新产品，提

升服务，更好地促进山东经济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省有关部门要进一

步优化服务，为金融机构在鲁发展

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

邵智宝要求，三农金融事业

部山东省分部要充分发挥平台拓

展、产品创新、队伍打造、管理优化、

服务升级等方面专业优势，积极承担

金融支农和金融扶贫责任，努力成为

山东省金融服务“三农”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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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体彩为大乐透一等奖中出地授牌
60万助学金资助全省120名贫困大学新生

山东体彩爱心助学活动报名细则

为了帮助更多家庭贫

困的优秀学子解除上大学

的后顾之忧，帮助他们顺

利迈入大学校门，今年，山

东体彩连续第10年开展

“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

门学子”爱心助学活动。本

次活动由山东省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山东省希望工

程办公室、山东电视台生

活频道《生活帮》、大众网

联合举办，将在全省范围

内共捐助120名贫困大学

新 生 ，每 人 捐 赠 助 学 金

5000元，总额60万元。

●报名时间：

2017年7月7日—8月
16日

●报名条件：

1、山东籍户口；

2、家庭贫困；

3、高考分数达到专科

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

被专科(含)以上院校录取

的2017年应届高中毕业

生；

4、学习刻苦、积极进

取、品行端正。

●报名方式：

登录“山东体彩网”

(www.sdticai.com)或“大

众网”(www.dzwww.com)
进入“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

寒门学子”山东体彩爱心

助学活动网上报名平台进

行报名。

●报名要求：

1、报名学生须在“情

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

子”山东体彩爱心助学活

动网上报名平台提交填写

完整的报名资料。

2、报名学生须在“情

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学

子”山东体彩爱心助学活

动网上报名平台按要求提

交本人相关材料的电子

版：( 1 ) 本人身份证 ( 双
面)；(2)户口本(索引页及

本人信息页)；(3)大学录取

通知书(若未收到录取通知

书，须提供录取证明)；(4)
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村

委会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

的贫困证明(加盖公章)。
3、凡提交信息、资料

不全或不属实，均视为无

效申请。

●咨询电话：0531-
82053018

受助学生名单公布渠

道：山东体彩网、山东电视

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大

众网、齐鲁晚报。

本活动解释权归山东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重走大奖路、再植幸运花，为了庆

祝大乐透上市十周年，重温大乐透大

奖诞生的喜悦，全省开展了大乐透大

奖诞生地授牌活动，一时间齐鲁大地

刮起大乐透幸运风暴。7月31日，山东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党总支书

记张云海，济南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主任马凤芝，历城区体育局局长高振

宏、副局长马兆民一行，来到济南历城

区01932、01412体彩投注站，为两个大

奖站点授牌，并为彩民现场派送幸运。

2016年刚刚到来，历城区就连续

中出1048万、853万两注体彩大乐透

大奖，精彩的金狮腾空犹在昨日、热

闹的锣鼓鞭炮声仍在耳畔，庆祝大奖

的人们脸上挂满了笑颜，一切有关大

奖的故事都是那么令人激动，让人感

觉那些就发生在昨天……

活动现场，欢庆锣鼓再次敲响，唤

起了众多彩民的大奖记忆，让现场再

次成为喜庆的海洋。张云海主任把“大

乐透一等奖诞生地”奖牌分别授予01932
和01412体彩投注站，并祝愿他们再接再

厉，继续为彩民送出大奖，让活动达到

高潮，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

授牌结束后，进行了幸运大派送

活动，闻讯赶来的彩民朋友，纷纷领取

到一张大乐透代金券，现场可以兑换

大乐透彩票，拿到大乐透彩票的朋友

都开心的表示，“一会儿咱们都选个好

号，争取再中个大奖！”“大乐透上市都

十周年了，感觉时间一晃而过啊，这些

年可是中了不少大奖！”

大乐透上市的10年间，累计开出

头奖3745注，遍布31个省份，其中为济

南彩民累计送出34注大乐透一等奖，

成为泉城市民朋友业余时间获取幸运

和惊喜的最佳伴侣之一，为彩民圆梦

助力，更为诸多彩民随手做公益提供

了便利。体彩大乐透，遇见就有可能，

站在十周年的当口，就让我们继续一

如既往的支持、参与体彩大乐透，为梦

想喝彩、为公益加油！ (小渔)

顶呱刮“强力5”送豪礼 威海3位彩民喜领空调大奖
炎炎夏日，体彩顶呱刮“强力5”激

情来袭！刮“强力5”送海信立式空调、

即开票、精美太阳伞活动为火爆的威

海彩市送来一股清凉，已经有3位威海

彩民领走了海信空调。

7月31日，3位彩民来到威海体彩

中心领取了各自的空调大奖，原本不

认识的三个人也相互聊了起来，“真是

碰巧了，我是看到门口抽奖奥迪A4L

海报进去的，想问问老板怎么抽奖的，

他帮我装好APP后，给我推荐了这个

送空调的活动，我心想都进来了空手

走也不好，就买了两张，第一张就刮出

了空调，太巧了！”“我是老彩民，跟你

不一样，你刚才说的‘手机在线’我玩

得很熟！反正店里只要有新票上市，我

都要买几张，我感觉新票容易出大奖！

这不，空调大奖！”“赶紧领回去装上

用，这两天太闷热。”喜悦的气氛感染

着在场的每个人。

顶呱刮“强力5”超值回馈活动火

爆进行中！50万元头奖等你拿，更有海

信立式空调、即开票、精美太阳伞众多

好礼大奉送！赶快去体彩顶呱刮销售

点体验新票，赢取一份惊喜，收获一份

幸运吧！

(张笑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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