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泉城见证你们甜蜜的爱恋
“‘泉’是爱”大型集体婚礼启动，拨96709报名送钻戒还能在报纸上留下纪念

□记者 董昊骞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是否还在
为重复的婚礼模式苦恼不堪？是否渴
望着沐浴在蓝天白云下，伴着婚礼进
行曲收到泉城人民的祝福？这个秋
天，生活日报联合泸州老窖广发喜
柬，联手举办首届“‘泉’是爱”大型集
体婚礼暨婚庆嘉年华，让金秋爱满泉
城。如今已有数十位报名者，赶快拨
打喜事报名热线:96709，让全城见证
你们甜蜜的爱恋吧。

作为山东省第一相亲品牌———
千佛山相亲大会的主办方，生活日报
又在金秋推出了“‘泉’是爱”集体婚
礼，为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您打造一
场永恒的结婚庆典。

“今天才看到信息，还能报名吗？”
大学毕业后留济工作的甘肃小伙小
马，在1日上午9点拨打了喜事报名热
线称，他和未婚妻都是外省人，在济南
没有亲戚，由于工作年限不长，支付了
婚房首付后，并没有太多钱置办一场
豪华婚礼。“觉得挺委屈她的，”小马
说，本来就想与未婚妻请两边同事朋
友吃一顿当做举办婚礼了，“但没想到
还能办集体婚礼，而且能在报纸上留

下纪念，真的很想参加。”
其实，报名3天以来，数十位报

名的市民中，有不少市民和小马的情
况或多或少有点类似，看中了集体婚
礼的特殊意义以及经济实惠等。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
为，与城市中传统的发请柬、请司仪、
办宴席等婚礼相比，存在节约、热闹、
突破私人关系局限性等特点，“如果
是传统形式，参加婚礼的只是新人双
方的亲朋好友，而如果是集体婚礼，在
一个公众的环境中，自然会有更多的
观众，气氛热烈自不必说，范围也扩大
了，还能节省时间和金钱，”因为报社
举办的活动具有公益性，王忠武认为，
集体婚礼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首届“‘泉’是爱”大型集体婚礼
暨婚庆嘉年华报名活动已经启动3
天，参与集体婚礼秀的新人们能够订
上特价喜酒，还将收获价值1688元
的太阳金店钻戒一枚，届时，生活日
报或生活日报官方网站还将选登新
人的幸福誓言和婚庆照。更有“蜜月
款”的“幸福起航”马尔代夫幸福之旅
和10万元汽车大抽奖等丰厚奖品。
快快拨打喜事报名热线:96709，参加
这场永恒甜蜜的婚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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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分享视频超百万

微博已成国内最大UGC视频平台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来自微博的数据显示，8月

微博内视频日分享量已经超过百万，日播放量峰值
达到了1 . 5亿。随着短视频APP功能不断丰富和移
动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特别是伴随微博客户端
原生视频和秒拍推出，微博也成为国内最大的UGC
视频平台。在冰桶挑战期间，微博上80%的活动短视
频都来自于原生视频和秒拍，秒拍的下载量也比平
常增长3倍。 记者 郑希平

省纪委监督室主任今与网友交流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9月3日上午10：00，省纪委

官方网站将邀请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彭小毛
做客在线访谈，围绕“狠抓中秋国庆节点 持续纠正

‘四风’”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记者 杨璐

我省1 . 86亿元支持服务业转型升级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

悉，2014年，省财政下达省级服务业引导资金1 . 86
亿元，支持全省17市及相关省直部门通过深化改革
实现服务业转型升级、产业融合、创新创业和集聚
发展。 记者 鲁强 通讯员 严文达 宋雅男

省发改委开会严防两节不正之风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日前，省发改委召开中秋、

国庆节日期间廉政会议，严禁公款购买赠送月饼等
节礼，坚决纠治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滥
发补贴、公款购买赠送月饼、会员卡和利用物流快
递、提货卷、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
卡送礼等违规违纪行为。 记者 杨璐

省图举办抗战受降展等系列活动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9月3日上午9:00，在省图

书馆大明湖分馆举办尼山书院理事会成立、协议签
约、网站开通仪式。此外，省图国学分馆将举办抗战
受降展、奎虚书藏与名人展、抗战文献珍品展，还有
礼仪表演、茶艺表演、太极拳表演、小型音乐剧艺术
体验等活动。 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张海梅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2日，记者从质监部门了解
到，日前，山东省9家玩具生产企业按照《儿童玩具
召回管理规定》的要求，向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备
案了主动召回计划，决定对其生产的9批次共计
15986件（辆）存在缺陷的儿童玩具产品（包括童车）
实施召回。 记者 段婷婷

我省9家玩具企业召回9批次产品

每社区至少配1名基层健康指导员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2日下午，济南市首届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基层健康指导员技能大赛在济南市
公共卫生大厦举行。据了解，健康指导员是指热衷
于健康传播公益事业，并掌握一定健康知识和健康
传播技能的市民，目前，济南几乎每个社区都有至
少1名基层健康指导员。 记者 秦聪聪

□记者 王僖 于洋 李明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2日，由齐
鲁晚报、生活日报联合济南市各区
委宣传部、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推出的全民健身舞蹈大赛———

“舞动泉城，济南首届广场舞大赛”
启动报名，消息一见报，就引发广场
舞爱好者的强烈反响，纷纷打电话
咨询，半天的时间，共有来自济南市
区六区县的四十多支队伍参加。目
前，广场舞大赛继续接受报名，谁是
泉城最耀眼的明星队伍，请赶快拨
打本报热线96706126报名吧！

明星队参赛，你敢挑战吗？

记者了解到，首日报名参赛的队
伍中，好多是身经百战的实力战队。
来自历城区东风街道的广场舞队
伍，前阵子刚在泉水叮咚舞蹈比赛
中获得第二名的成绩，看到此次广
场舞大赛，便摩拳擦掌报了名。“我
们这支队伍有十五六人，都特别爱
跳舞，跳了多年了，也有点小成绩
了，希望能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
绩。”领队刘俊兰说。

王继珍是历下区建新办事处舞
蹈队队长，看到报纸上发布的广场
舞大赛，就和大伙商量着报了名。

刘女士是老年大学东校区的广
场舞蹈班专业一名学生，“科班”出
身的她擅长拉丁、爵士等各类舞蹈。
她说，平时舞蹈班也举行比赛和活
动，但这次的广场舞大赛是和全济
南的高水平队伍过招。“既是对队伍

水平的检验，也是一个学习锻炼的
机会，我们也相信自己肯定能取得
好成绩。”刘女士自信地说。

“这次的比赛规模很大，能和高
手过招我们也很兴奋，这两天也会
多练，争取比赛时把最好的状态展
现出来。”王继珍说。还有不少队伍
也表达了自己的求胜欲望，他们也
向省城的广场舞高手队伍发出挑
战，你敢来应战吗？

六区比赛时序已敲定

泉城首届健身广场舞大赛将于
9月9日正式开赛，9月中旬举行决
赛。参赛范围为济南市内六区，比赛
分为区级初赛海选、预赛、总决赛。

目前，六区的区级海选晋级赛的
比赛时序已经敲定，其中，首场区级晋
级赛暨开幕式将于9月9日在历下区举
行，接下来依次为10日市中区、11日天
桥区、12日槐荫区、13日历城区、14日
高新区。每区通过海选各选拔2支队伍
共计12强进入预赛，6支优胜者队伍进
入最终决赛，并决出最终的冠军。

本次健身舞蹈大赛还设置了丰
厚的奖品，总决赛奖励前六名参赛
队伍，一等奖：10000元（一个），二等
奖5000元(两个)，三等奖2000元（三
个）及获奖荣誉证书，6支进入预赛
未进入决赛队伍也有1000元奖励。

报名热线：96706126。
具体参赛要求：1、每个队伍需

报领队1人，并提供参赛队员的姓
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并注明是哪个
区参赛。参赛队员为15-30人，队员
年龄需为45周岁至70周岁。2、参赛
作品以公众可以广泛参与的广场舞
为主导，不分舞种，另外健身操健身
球等比赛项目也可参加。3 .参赛服装
统一、美观大方，符合参赛广场舞特
点。4 .参赛的轻器械，要求安全、美
观，不允许使用锋利、具有伤害性器
械。5 .参赛曲目要求在5分钟以内，参
赛队自备比赛舞CD伴奏带。另外，参
赛队员需身体健康（如出现选手不
遵循健康、安全原则，出现意外伤害
情况，组委会不承担责任。）

参赛拿大奖 广场舞热动泉城
首日报名很火爆，想应战快拨打96706126报名吧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日前，省人社厅发布公告
称，在2014年山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中，12名考生
因存在违纪违规行为，被罚5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

记者 王红妮

我省公布12起公务员考试违规行为

济铁加开日照北京等方向临客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记者从济南铁路局获悉，

为了满足旅客正常出行需求，济铁加开多趟列车，
涉及济南、日照至北京等方向。

2日，济南铁路局有关人士介绍，9月1日至9月8日
北京—日照间每日加开K2603次，此外，9月5日至9月8
日北京南-青岛间每日加开D659次，9月5、6、8日北京南
-济南间加开G2601次，9月5、6、8日济南-北京南间
加开G2602次。 记者 万兵兵 实习生 高梓晗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9月3日上午10:00，济南市
科技局局长徐群带领有关人员到12345热线接听市
民来电，听取市民的意见和建议。15:00，济南市公安
局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王宗岩同志带领有关人
员到12345热线接听市民来电，欢迎广大市民拨打
12345、发送短信、登录济南政府网市长信箱等方式
积极参与。 记者 杨璐

两部门负责人今接听12345热线

今天来山东新闻大厦“赶大集”
参与“金秋放心团购返利赠报”真心实惠唾手可得

□记者 张丽

生活日报9月2日讯 中秋到，实
惠到。“生活团”现场售卖活动开始
啦！“好货不怕看。”之前，有读者想来
生活团现场看货的，赶快来吧。今天
起，咱们在山东新闻大厦一楼大堂商
街，不见不散。联系电话：85193458。

中秋佳节之际，应读者之邀，本
报与山东新闻大厦联合推出“金秋放
心团购返利赠报”活动。你可以像平
常逛街、赶集一样，来四星级大厦里
淘点便宜货，其价格便宜，但来历却
可完全追溯到生产基地或厂家。有很
多产品都是经过本报记者与读者采
访、考察，品尝分享，逐渐被市场认可
并晓喻万户千家的。所以说，来新闻
大厦不仅可以让你花最少的钱，买到
最正宗的优质产品，自9月3日起，山
东新闻大厦的月饼、莱阳的黄金梨、
朗野蜂蜜、恒源堂的醋和醋饮、微山

湖的大闸蟹、德国托姆啤酒、沂源鸡
蛋、和田玉枣、“洪七公”的鸡、“齐鲁
第一肘子”、王光烧牛肉、微山湖鸭
蛋、周村烧饼、东北大米、王力酥锅等
20多知名品牌，都将云集于此。

各位亲，还犹豫什么？快来凑凑
热闹，淘些“便宜”吧！

现场参与“金秋放心团购物赠
礼赠报活动”的读者，将获赠由厂家
提供的赠品和赠报，部分产品购物满
200元的即可获赠60元奖券、满500元
的可获赠180元奖券、满800元可获赠

300元奖券。购物满800元，其获奖券
既可用来当场兑换奖品，也可折合现
金，当场兑换2015年《生活日报》。

此次“生活团”举办的中秋放
心团购返利赠报活动，包括现场团
购和大宗团购两种形式。现场团购
定于本周三（9月3日）至周日（9月
7日）举行。对于大宗团购（一次购
买某宗商品总价在5000元以上），
可拨打本报热线85193458提前预
约。届时，将享受免费送货上门，并
享受更多特殊优惠政策。

通过生活团购百年酥月可享受价格优惠与免费送货。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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