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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今日聊城

23 日影讯
《建党伟业》

片长 120 分钟 票价 50 元

场次：09：40 10：15 10：50

11：25 11：50 12：25 13：00

13：35 14：00 14：35 15：10

15：45 16：10 16：45 17：20

17：55 18：20 19：00 19：35

20：05 21：10

《男得有爱》

片长 80 分钟 票价 40 元

场次：11：35 15：05 20：20

《超能游戏者》

片长 90 分钟 票价 40 元

场次：13：10 18：30

《湘江北去》

片长 110 分钟 票价 40 元

场次：16：30

《功夫熊猫 2》3D

片长 90 分钟 票价 60 元

场次：10：30 12：05 13：45

15：20 17：00 18：40 20：10

《功夫熊猫 2》

片长 90 分钟 票价 50 元

场次：20：40

鲁信影城聊城金鼎中心
店提供

(凌文秀 整理)

聊城
23 日，阴有小雨，南转北风
3 ～ 4 级，21 ～ 25℃

24 日，阴转多云，北风 3 ～

4 级，19 ～ 28℃

25 日，多云，北转南风 3 ～

4 级，19 ～ 28℃

(徐娟 谢晓丽)

宝贝靳紫旋———

雨连续下，凉快多了
大家好，我叫靳紫旋，小名

雪雪，今年 2 岁，是个漂亮的小

女孩儿，刚在城区金色童年幼儿

园小小班上了两个月的学。

爸爸妈妈一个叫我“酸

奶”，一个叫我“果冻”，因为

我最爱吃这两种东西，我很爱爸

爸妈妈，也喜欢他们这样叫我。

天气预报说，今天还会有

雨，受降雨影响，气温也会有所

下降，最高气温要降到 25℃ 。其

实，昨天就已经能感觉到凉快多

了。

征集启事

本报长期免费征集“聊天”

宝贝。可登录本报论坛 ( h t tp : //

bbs.qlwb.com.cn/)今日聊城宝贝

“聊天”版块报名，上传宝贝照

片及个人小资料 (姓名、出生日

期、所在幼儿园或学校、个人爱

好、联系电话等)，咨询热线：

8451234 。报名者也可到麦道面包

兴华东路店或东昌东路店咨询报

名。

全市 653 人进入体检考察范围
公检法考生体能测评时间近期公布

“剪便宜”报角优惠信息在每周一到

周五报纸的报耳位置刊出，由本报联合聊

城的餐饮酒店、旅游、商业、家电、家居建

材、教育培训机构、通讯、美容保健等众多

商家，提供打折、优惠信息，凭此报角可享

受打折、抵用等多种优惠。

如果您也想成为本报的“剪便宜”联

盟商家，可拨打本报电话 8277092 与我们

联系。

欢迎加盟

“剪便宜”

即日起，本报强力推出“今日聊城

手机报”，订制免费。辟有聊城新闻、

国内外要闻、股票财经信息、幽默笑

话、天气、彩票等栏目。

订制方式：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DZSCWB 到 10658666 ，收到信息后回

复“ 1 ”即可免费订阅，咨询电话

8277092 。

今日聊城手机报
免费订

6 月 23 日— 29 日早

晨 7 点半至晚上 7 点半，

聊城供电公司改造 110KV

端西线，海源路与湖南路

路口至西郊站、母向新

村、东方中学等区域在此

期间供电昼停夜送。

(张召旭)

停电公告

日最高负荷 202 .3 万千瓦
电网负荷、供电量均创新高

本报聊城 6 月 22 日讯(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林琨 黄国

强) 20 日，聊城电网当日网供电

量达到 3899 万千瓦时，日最高负

荷突破 200 万千瓦时，达 202 . 3

万千瓦，均创历史新高。

据介绍，入夏以来气温节节

攀升，电力需求不断加大，加之
2011 年重点建设项目相继投产，

聊城电网负荷持续高位运行，日

最高负荷始终保持在 180 万千瓦

以上。20 日，聊城电网当日网供电

量达到 3899 万千瓦时，日最高负

荷突破 200 万千瓦时达 202 . 3 万

千瓦，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本报聊城 6 月 22 日讯(记者

刘云菲) 市招录公务员领导小

组办公室 22 日公布全市考试录

用公务员总成绩，全市共 653 人

进入体检考察范围，报考公检法

的考生面试后需参加体能素质测
评。

据了解，进入体检考察范围
人员确定后，由公务员主管部门

会同用人单位，按计划录用人数

由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对报考人

员进行体检、考察。除特殊情况

经市公务员主管部门同意外，报

考人员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参

加体检的，视作放弃体检。

阳谷

检查 12 部电梯

两部有问题

本报聊城 6 月 22 日讯(记

者 谢晓丽 通讯员 王迎

晓) 近日，阳谷县质监局在

全县范围开展电梯维保使用

单位专项整治行动。截止目

前，共检查电梯 12 台，发现

并已整改安全隐患 2 处。

执法人员在检查发现，

有两部电梯存在问题，一部

电梯未进行注册登记，一部

电梯作业人员证书过期。据

介绍，本次专项整治不仅检

查电梯使用单位注册登记、

定期检验、作业人员持证上

岗、应急救援预案等，还将

检查维保单位有关资质、质

量保证体系是否齐备和有无
违法违规行为等。

临清市地税局征收分局

积极推动

“征纳共赢”建设

临清市地税局征收分

局围绕“服务科学发展，共

建和谐税收”工作主题，在

抓意识、强服务、促和谐上

下功夫，促进了“征纳共

赢”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一是打造公平税收环

境。集中开展税法宣传，现

场接受咨询，落实税收优

惠政策，倡导诚信征管、诚

信纳税，提高纳税遵从度。

二是提高全员素质能

力。开展各类业务知识培

训、服务礼仪培训，有效提
高税务人员执法服务水

平。鼓励引导干部职工加

强自我能力提升。

三是提升执法服务管

理水平。明确岗位职责、严
格规范执法行为，积极引

导文明热情服务。严格履

行限时办结服务承诺、简

化办税程序、提高办税效

率。

四是增强阳光办税透

明度。切实做到“四公开”：

即法律政策公开、纳税额

度公开、行政管理公开、执

法服务公开。自觉接受社

会各界及纳税人监督。

(周侗 赵伟)

记者从聊城市财政局获

悉，第三季度会计从业资格考

试报名及确认时间为 7 月 1

日至 15日，考试时间为 9月 1

日至 30日。

(杨淑君)

第三季度会计考试

7月1日至15日报名

据聊城市防办和市水

文局统计，截止到 22 日 20

时，全市平均降雨 8㎜，最

大点雨量高唐刘桥 63㎜。

县区平均降雨量分别为：

东昌府区 12 ㎜，临清 17

㎜，冠县 5 ㎜，莘县 0 毫
米，阳谷 1 ㎜，东阿 0 ㎜，

茌平 12㎜，高唐 28㎜，开

发区 3㎜。 (凌文秀)

高唐刘桥

雨量最大

本报聊城 6 月 22 日讯(记者

凌文秀) 6 月 25 日至 7 月 24

日，由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和聊城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

的“品味经典·沐浴书香——— —— 纪

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聊城

市第二届全民读书节将在人民广

场举行。

读书节期间，活动承办方之

一，聊城市阳光书店将举办大型图

书优惠展销活动，展销图书实行 2

至 8 折优惠。同时举办“多读书、读

好书、评一本好书”活动。展销图书

涵盖红色经典、文史典籍、企业管

理、教育类书籍、少儿百科、园林绿

化、三农图书、词典工具书、旅游、

建筑设计、中外名著、养身保健、小

说故事、最新畅销书、常销书等。

25 日起人民广场有图书展销
2 至 8 折优惠，持续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