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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城事

本报聊城 6 月 28 日讯
(记者 陈洋洋) 28 日，聊城
部分高中录取分数线公布，
各学校录取分数线相对往年
都有提高，聊城一中录取线
最高，计划内 656 分，计划外
644 分。

聊城一中录取分数线最
高，计划内为 656 分，计划
外为 644 分。聊城三中计
划内分数线 6 0 5 分，其
中，东昌中学毕业生报考
三 中 指标 生 录 取分 数 线
625 分，水城中学初中报
考为 672 分，文轩报考划

线为 581 分，其他各初中
学校指标生各有分数线，其
中七中 609 分，八中 600
分，实验中学 619 分。水城
中学录取线第一志愿为 561
分，第二志愿为591 分。

聊城二中和四中采取双
线录取，其中聊城二中普通
考生计划内录取线为 483
分，计划外为 440 分，艺术考
生录取线为 490 分。聊城四
中计划内 410 分，计划外 377
分，特长生计划内 463 分，计
划外443 分。

根据划线标准，聊城二

中计划外分数线较去年降低
61 分，其他学校部分有所提
高，但提高不大。其中聊城一
中计划内比去年高出 9 分，
计划外比去年高出 10 分，其
他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均变化
不大。

另外，部分学校部分收
费标准也出炉，其中，聊城一
中计划外招生654 分-655 分
收费标准为 3200 元，644-
653 分收费标准为 6800 元。
聊城三中计划外标准为 6800
元。水城中学计划内收费
1400 元。

市区部分高中
分数线划定
聊城一中计划内656，计划外 644

临清市地税局把加强
机关党建作为促进地税工
作提升的重要举措，以实
际行动迎接建党90 周年。

一是抓好学习教育。
以争创先进党支部为目
标，以深入开展争当“学习
型个人”活动为载体，不断
创新教学方式，拓宽教学
渠道，激发全员学习动力，
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综合素
质。

二是抓好组织建设。
全面加强机关党组织建
设，加大党员“双向”培养
力度，充分发挥党员模范
带头作用；建立党员活动
基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有声有色的党组织活动，
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
力、凝聚力、战斗力，融洽
党群关系，为地税工作提
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是抓好作风建设。

以改善党员干部的思想作
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为
重点，注重加强党内巡查
和社会监督，建设清正廉
洁、勤政务实的党员干部
队伍，积极打造“党员示范
岗”、“局长服务日”、“巾帼
文明岗”等工作亮点，以
优良的作风赢得群众的信
赖，促进和谐地税的建
设。

(杨炳振 赵伟)

临清市地税局抓党建促工作提升

庆“七一”向老党员献爱心

20 名老党员
喜领2 万元救助金

在聊城一中门口，考生和家长挤在一起查成绩。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东 阿 供
销 社 老 党 员
刘 景 栋 领 到
10 0 0 元救助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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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聊城市庆祝建党 90 周年“巾帼风采”摄影展在金鼎购物中心开
展，摄影展由市妇联、市文联、市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展出的近千张照片，
展现了聊城社会各界的妇女风采。

本报记者 李军 刘云菲 通讯员 陈静 摄影报道

28 日下午，聊城
大学团委、聊城国际
和平医院联合举办庆
祝建党 90 周年联欢演
唱会，学生、医务人
员、优抚军人等欢聚
一堂，喜庆党的华诞。
图为：医务人员合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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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6 月 28 日
讯(记者 刘云菲 通讯
员 朱琳) 28 日，市委组
织部与市总工会联合开展
庆“七一”向困难企业老党
员献爱心活动，向 8 个县
(市区)的 20 名困难企业
老党员每人发放了 1000
元的救助金。

28 日下午，在启动仪
式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丛锡钢向在场的 16 名

老党员发放了救助金。来
自临清塑料厂今年 58 岁
的杨吉增在 1958 年入党，
他说，非常感谢党委和政
府，他一定会做好儿女的工
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更
好地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市委常委、市总工会
主席王改真在讲话中说，
这次活动是向 8 个县(市
区)的 20 名困难企业老党
员每人发放 1000 元救助

金。这些老党员是在 1956
年、1958 年、1960 年入党
的党员。该活动已连续开
展十年。

由于一些老党员年岁
已高，不便现场领取救助
金。启动仪式后，王改真与
丛锡钢等人走访慰问老党
员，东昌府区康业油脂有
限公司今年 76 岁的任立
会、在水泥厂工作过今年
72 岁的薛玉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