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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琴牌乳业联合家家悦：锁住鲜活 守护健康
24日，由青岛新希望琴牌乳

业与家家悦联合主办的“10倍鲜
活童趣”大型亲子游园会于威海
九龙城广场一楼中庭举办。活动
现场不仅邀请到儿保专家分享
家长所关心的孩子健康问题还
设置了仿真牧场。孩子们可以体
验小小挤奶工，涂绘心中的牧
场，参与鲜活免疫大挑战有奖互
动。最关键的是，可以在现场品
尝到新鲜只卖当天的24小时鲜
牛奶。

牛奶不仅能补钙还能补充蛋
白质和维生素，每天一杯牛奶已
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今年
因为发生新冠肺炎让很多家长特
别担心，特殊时期该如何提高孩
子的免疫力才能抵御病毒的侵
害？原威海妇幼保健院儿促科主
任刘晓霞在活动现场与家长朋友
们分享：“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建议，成人每天应该摄入300g
牛奶(约一次性纸杯一杯半)或相
当量的乳制品，这样有助于膳食

结构平衡，并能补钙。国内外很多
研究发现，饮奶可以增加青少年
的骨密度，促进骨量的增长。”

据了解，新希望琴牌乳业已
经有66年的发展历史，一直致力
于将牛奶当中的营养发挥到极
致，更好地被人体吸收，无论是引
进国外设备，对奶进行多重均质
乳化工艺，还是十倍免疫球蛋白，
用新鲜美味健康的优质好牛奶守
护着几代人的餐桌安全。

相比常温奶，鲜奶保留更多

营养物质。新希望琴牌乳业出品
的新鲜只卖当天的24小时鲜牛
奶，由于采用了75℃15秒杀菌工
艺，保留10倍免疫球蛋白、5倍乳
铁蛋白，这样的充足鲜活营养全
面的保证了身体健康。鲜牛奶中
的活性营养物质不因时间的推移
而损耗，消费者可享受到最鲜活
的牛奶品质，让“新鲜就在你身
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连宁燕）

乳山支行结合当地
社会治安形势，认真研
究，制定措施，全面加强
安全保卫工作，该行在5
月初召开安全保卫工作
会，一把手亲自抓，要求
各网点负责人要高度重
视安全防范工作，网点负
责人是安全第一责任人，
要把安全运营的各项工
作做细做好，确保不发生
任何案件、事故。

落实领 导 值 班 制
度。该行严格落实上级
行安保制度规定，落实

行领导带班、员工值班
制度，要求值班领导深
入各网点进行检查，并
安排部署好备勤力量，
发现隐患立即整改，不
留隐患。

加强重点部位的监
督检查。该行重点加强机
房、智能机、离行式自助
银行、自助机具报警监控
设备、网点款项交接及守
押公司调款人员身份认
证等环节的安全检查，确
保各类设施安全运行。

加强巡检巡查力度。

该行要求网点和负责巡
查的保安公司各负其责，
针对突发事件发案特点，
制定和完善应急处置预
案，如发现问题，立即按
预案要求进行处置并及
时向值班领导汇报。

加强日常消防安全
工作管理。该行保卫部门
对各网点、办公大楼的消
防设施、灭火器具、消防
器材进行全面检查维护，
保证消防设施在关键时
刻能够发挥作用，及时消
除各种火灾隐患。

工行威海乳山支行四项措施做好安保工作

广汽总经理“传祺GS4 COUPE带货直播”：一场真正年轻化的直播秀

5月20日晚，一场备受瞩目的
新车上市“带货直播”在广州未来
社上演。这场上市发布会的新车，
是广汽传祺首款轿跑SUV——— 传
祺GS4 COUPE。在当晚，传祺GS4
COUPE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分
别为13.68万元和14.68万元。

当广汽总经理冯兴亚与“说
车一号”于虎坐在一起为传祺
GS4 COUPE直播，不难想象广
汽集团对这款车的看重：作为广
汽集团倾力支持的中国品牌，广
汽集团希望以实际行动推动传
祺品牌的健康、长期、可持续发
展，并不断推动广汽传祺做强、
做优、做大。

一场真正“年轻化”的直播
带货

作为传祺GS4家族的新成员，
同时也是广汽传祺的首款轿跑
SUV，传祺GS4 COUPE以“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豪气冲击轿跑
SUV市场，是广汽传祺年轻化道
路的关键一步。

为了对外展现广汽传祺的年
轻化，并传递传祺GS4 COUPE是
年轻人的“酷配”主张，广汽传祺
选择在520这一年轻人所喜爱的
节点进行GS4 COUPE上市，并通
过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的“带
货”，与年轻人“玩在一起”。

整场“带货直播”中，广汽集
团总经理冯兴亚以风趣幽默的话
语、有态度的独特见解，为超过
1155万观看直播的网友奉上了一
场精彩的“说车秀”，还为大家带
来了传祺GS4 COUPE的上市超

值福利政策。
在与网友的互动环节中，广

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表示“我的
任务就三个字‘送福利’”。当晚，
除了上市四重大礼：超级0首付，
融车融税融保险，可享3年0息，最
高送3年交强险和百万驾意险，置
换最高5000元，终身免费基础流
量，免费升级CN95级高效空调滤
芯；他还额外新增了“直播下订享
受99元抵2999元”前100名下订可
享受2年或6万公里核心部件延长
保修服务”的惊喜优惠。

网络直播与线下发布会有明
显不同，对出生于移动互联一代
的普通消费者而言，他们更希望
可以看到一场“接地气”、“有金
句”、“有热梗”的新车发布会。而
此次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的

“带货直播”，不仅与观看直播的
网友有深层次的互动，更是对广
汽集团的“一切以顾客体验为中
心”的最佳诠释。

一款“好看、好开、好玩”的
轿跑SUV

在“直播带货”中，有网友对
传祺GS4 COUPE的优势有疑问，
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以最近火
爆的“后浪”来进行比喻，“传祺
GS4 COUPE就是我们传祺GS4家
族的‘后浪’，它是基于全新广汽
全球平台模块化架构GPMA打造
的，继承了高颜值大空间强动力
的优秀基因，又衍生出‘好看、好
开、好玩’的年轻个性，完全体现
出我们广汽的匠心制造品质。”

如冯兴亚所言，传祺GS4

COUPE是广汽传祺倾力打造的
一款轿跑SUV，它是基于全新广
汽全球平台模块化架构GPMA打
造的“趣玩轿跑SUV”，将闪电符
号化用于矫健的车身姿态中，拟
人化为“猎风闪电侠”，整体呈现
出十分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闪电翼”的前脸设计，散发
展翼疾飞的气势，双模组悬浮
LED大灯，仿佛“十万伏特电眼”，
魅惑十足，另有“追风逐月”的腰
线设计和“流光飞带”尾灯极具辨
识度。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车身风
阻系数低至0.29cd，大大优于同级
车型，不但让行驶更加稳定，还可
进一步降低油耗，同时提升静谧
性。

新车动力是一大看点，搭载
1 . 5T GDI高压直喷发动机，可
输出最大功率为124kW，最大扭
矩可达265N·m。其碰撞安全性
能按照最新2018版C-NCAP五
星安全标准开发，全方位高能保
护驾乘者的安全。在传祺GS4家
族3000公里长测和众多媒体自
由试驾中，传祺GS4 COUPE驾
控平顺、动能澎湃、安全性高，备
受好评。

就像发布会中广汽乘用车总
经理张跃赛说的那句话，年轻就
是“心中有火，眼中有光”，这次传
祺GS4 COUPE上市，从发布会形
式、老总直播带货、新品亮点等方
方面面中，可感受到广汽传祺心
中的“光火”，期待广汽传祺和传
祺GS4 COUPE带来更多年轻化、
创新性的体验。

公告
按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鲁体彩字63号〕文件要求，我中心对

3717017119(业主郭志青)、3717017363(业主张高见)、3717017378(业主李
汉峰)、3717017421(业主杨清云)、3717017593(业主刘吴磊)、3717017892
(业主曲艺)、3717017896(业主杨象海)7个网点进行清理。2020年4月15日，
我中心通过EMS对以上网点根据其代销合同登记地址发送解除合同通知
书，均未能送达。现对以上发布网点取消其体育彩票代销资格公告。

如有异议，请于2020年5月28日前与我中心取得联系。
地址：威海市花园中路139号 电话：0631-5680006
特此公告。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威海分中心
2020年5月25日

单注3600万！
派奖期间体彩大乐透中出封顶一等奖
5月23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40期前区开出号码02、17、
20、28、29，后区开出号码01、
07。本期通过3 . 50亿元的全国
发行量，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
金1 . 26亿元。本期是大乐透9 . 9
亿派奖活动开展以来的第11期
开奖。

单注3600万！本期全国共
中出3注一等奖。其中，2注为
3600万元(含1000万元基本投
注奖金+1000万元基本投注派
奖奖金+800万元追加奖金+800
万元追加派奖奖金)追加投注
一等奖；1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来自宁夏银川、陕西
汉中的两地幸运购彩者，分别
揽下单注封顶3600万元的追加
投注一等奖，收获了“3元中

3600万”的幸运。
3600万元是这样中出的
来自宁夏银川的幸运购彩

者，中出1注3600万元单注封顶
一等奖及一连串小奖，单票收
获奖金3723万元。来自陕西汉
中的幸运购彩者，凭借一张5注
15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中出1
注3 6 0 0万元一等奖。这两个
3600万元一等奖，是派奖期间，
大乐透首次中出的3600万元单
注封顶一等奖，也是大乐透自
上市以来单注一等奖最高奖
金。

根据派奖规则，一等奖派
奖金额5亿元，每期派送2000万
元。派奖期间，进行追加投注且
中得一等奖的彩票，按注均分
一等奖派奖奖金，基本投注和

追加投注按照相应的比例分
配，如果当期一等奖未中出，或
均分后仍有结余，结余奖金顺
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安排
的派奖奖金合并后派奖，以此
类推，直至一等奖奖金派完为
止。

本期开奖前，一等奖共滚
存6000万元派奖奖金。追加投
注后，一等奖每注分得1800万
元派奖奖金(含1000万元基本
投注派奖奖金+800万元追加投
注派奖奖金)，成就了此次单注
3600万元封顶大奖的诞生。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派奖
活动只针对追加投注进行。从
本期一等奖的出奖情况来看，
如果采用2元基本投注，中得一
等奖的奖金成色和常规情况一

样，为1000万元；而采用追加投
注后，除了中得当期1800万元
追加投注一等奖之外，还分得
1800万元的派奖奖金，实现了
“3元可中3600万元”。

大乐透9 . 9亿派奖助力彩
市焕新

加油中国，光芒焕新！在广
大购彩者的鼎力支持下，中国
体育彩票始终秉承“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累计筹
集公益金超过5200亿元，广泛
用于全民健身、竞技体育、补充
社会保障基金、扶贫济困、医疗
救助、教育助学等体育事业和
国家公益事业。体彩大乐透在
助力购彩者收获幸运的同时，
也为全国经济的焕新助力，为
中国加油！ (陈敏)

MAZDA CX-30解锁精致拥车生活

现代都市生活中，
用一台座驾体验多种场
景出行并不难，难点在
于如何保证多个场景的
出行品质。定位「新生代
跑旅 S U V 」，M A Z D A
CX-30首次将极致美学
和空间实用性实现了融

合统一，以媲美轿跑车
的优雅动感造型和旅行
车 的 实 用 空 间 ，辅 以
SUV车型独有的高通过
性、高驾驶视野和高安
全性，树立了全新的市
场标杆，从基础的日常
通勤到前往各种场合，

再 到 全 家 自 驾 出 行 ，
MAZDA CX-30始终能
以优秀的驾乘品质保证
出行质感。相信在上市
后，MAZDA CX-30能
够陪伴更多新生代人群
探索更多元，更精致的
拥车生活。

校园内外

乳山市府前路学校为引导学

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美丽的道理，开展

“寻找身边最美的劳动身影”活动。
(李芳)

大孤山镇中心学校立足于培

育学生的核心素养，推进优质教育

均衡发展，依法治校，奋力开创各

项工作新局面。 (史鹏)

为了进一步提升孩子们的安

全防护意识，乳山市西苑学校开展

居家地震演练活动，提高学生有效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李言)

乳山市实验中学校心理咨询

团队的马美丽老师针对学生复学

后心理状况，对全校学生进行了开

学后心理第一课，教学生如何克服

焦虑情绪。 (刘晓琳)

“停课不停学”期间，涌现出一

批高质量陪伴子女学习的“教师型

家长”。乳山市畅园学校开展“教师

型最美家长”评选活动，拟通过这

样的榜样引领，让更多的家长发挥

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资源，以学校主

人翁的情怀为学校的发展建言献

策，更好地推动家校共育的健康发

展。 (仇燕 张静)

近期，钦村小学召开了2020年

春季复学前全体教师培训，落实复

学准备，做到专人专岗。 (张译方)

为保证开学后学校教学有序

进行，钦村小学三至五年级班主任

于5月2 1日晚举行了“云”上家长

会，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 (李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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