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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 失
张店婷美内衣店税务登记证正

本、副本、发票领用本丢失，税务登
记证号：150103197001131539，声明作
废。

自由是一种状态，无拘无
束；自由是一种态度，由心而
发；自由是一种性格，尽情肆
放；自由，是驾驶着“自由之车”
去创造想要的生活、去看未曾
到达的风景、去到还未到达的
地方；自由，就是乐于突破，尝
试改变、去创造所谓的不可能，
拥有全新的生活价值。

3月，一场由东风雪铁龙C3

-XR携手爱奇艺推出的“自由
派 站出来”情感互动活动上
线。活动中，C3-XR对“自由派”
发出了为自由而行动的感召，
四位明星“自由派”分别推出的
各自的号召视频，为广大“自由
派”吹响了集结号。截至5月底，

“自由派 站出来”相关视频播
放量已突破9000万，并且在全
网引发了病毒式的模仿和互

动。在C3-XR与越来越多年轻
人取得情感共振的同时，其销
量也不断走俏，月均6000台以
上的表现让其成为细分市场的
主力车型。

作为自由国度的“使者”，
C3-XR对“自由”有着平和的理
解———“敢于尝试，打破束缚，
站出来拥抱全新的世界”。“自
由派 站出来”活动通过在年

轻人中有着强大号召力的四位
“奇葩”的“站出来”的行为模
式，形成“自由派”人群聚集，并
使消费者在情感上引发共鸣，
诱发各式各样的网络自发行
为，最终实现C3-XR在消费者
关注度的提升和心理认同。C3-
XR鼓励年轻人冲破束缚，听从
内心的召唤，勇于发现不一样
的精彩。

走走心心的的营营销销 走走俏俏的的销销量量
东东风风雪雪铁铁龙龙CC33--XXRR为为自自由由““站站出出来来””

本报6月9日讯(记者 刘光斌)

近日，淄博市教育局下发《关于2015-
2016学年度全市中小学假期时间安排
的通知》，义务教育阶段暑假从6月28

日开始，普通高中则从7月11日开始。
根据《通知》规定，义务教育段学

校暑假为2015年6月28日至8月22日，共
8周。2015-2016学年度自2015年8月23日
开始，2016年7月2日结束。第一学期从
2015年8月23日开始，至2016年1月23日
结束，共22周。寒假从2016年1月24日
(腊月十五)开始，至2月20日(正月十三)

结束，共4周；第二学期从2016年2月21

日开始(2月23日正式上课，元宵节2月
22日的教学计划调整到2月27日进
行)，至7月2日结束，共19周。

普通高中执行全省统一规定的
假期时间，即暑假为2015年7月11日至
8月30日，共7周。2015-2016学年度自
2015年8月31日开始，2016年7月10日结
束。第一学期从2015年8月31日开始，
至2016年1月30日结束，共22周。寒假从
2016年1月31日(腊月二十二)开始，至2

月20日(正月十三)结束，共3周。第二学
期从2016年2月21日(正月十四)开始(2

月23日正式上课，元宵节2月22日的教
学计划调整到2月27日进行)，至7月10

日结束，共20周。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刘晓
通讯员 张沛法 徐海峰) 距6月
30日企业年报信息公示申报最后时
限已不足20天，9日，记者从淄博市
工商局企业注册局了解到，企业年
报较踊跃，而个体工商户情况不容
乐观。

据了解，截至5月底，淄博2013、
2014年度企业年报率分别为72%和
58 . 8%；个体工商户年报率分别为
3 1 . 2%和3 0 . 5%，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4年度年报率为44 . 35%。“整体上
来看，企业年报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但一些个体工商户年报的意识还不
是很强，效率比较低。”市工商局企
业注册局局长刘鸣歧介绍。

去年10月，国务院《企业信息公
示暂行条例》开始实施。企业注册资
本到位、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全部向全社会公开。企业信用
信息由原来的行政机关和企业自己
掌握的“商业秘密”变成了可随时上
网查询的“公共资源”，任何未依法
履行信息公示义务、发生违法经营
行为等信用“污点”的企业，将在互
联网上“公之于众”，并将由工商部
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
法企业名单”。

“列入黑名单后，在直接‘抹黑’
企业信用形象的同时，还将在政府
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
颁发荣誉等多方面受到限制。”刘鸣
歧说。

记者了解到自去年9月份以来，
全市工商系统对企业即时信息公示
情况集中抽查，抽查结果已向社会
及时公布。

按照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和国家工商总局有关规定，各类企
业应当主动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山东)”公开三类信用信息。

这三类信息为，每年1月1日至6月
30日申报公示年报信息；在20日内申
报公示2014年10月1日之后产生的公
司股东(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
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及股东股权
转让等股权变更等信息，行政许可取
得、变更、延续信息，知识产权出质登
记信息和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公司
在2014年底前申报公示2014年3月1日
至9月30日期间产生的实收资本及股
东(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
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公司股东(发起
人)出资信息。

据淄博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对4种不按规定公示相关信息的
情形将被列入不良信用记录。

这4种情形分别是，未在规定时限
公示即时信息，经工商部门责令整改，
仍未在规定时限公示相关信息的；企
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不在工商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从
事经营，且无法取得联系的企业。对以
上三类企业，工商部门将会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向社会进行公示；对不配合
工商部门正常检查情节严重的，将通
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相
关情况向社会进行公示。

淄博市场主体年报信息公示截止在即，个体工商户情况不容乐观

企企业业月月底底不不年年报报要要上上““黑黑名名单单””

本报6月9日讯(记者 刘晓
通讯员 韦夫芝 邹倩) 为

保障公众饮食安全，预防食物中
毒发生，市食药部门发布夏季食
品安全消费提醒。

据了解，夏季温度高、湿度
大，食物容易腐败变质，食物中
毒高发、频发。凡需要冷藏和冷
冻的食品品购买后应避免在室
温下长时间暴露，尽快置于冰箱
贮存,并尽量做到分隔或独立包
装，避免交叉污染。即开即食食

品开启后应妥善贮存并尽快食
用。烹调好的食物在室温存放下
不要超过2小时，食用冷藏后剩
饭、剩菜前应确认无腐败变质并
经再次彻底加热后方可食用。食
用油应在避光阴凉条件下贮存。

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在食
用购买的食品或者在外出就餐
后出现不适，应尽快就医，除保
留病历和化验报告等相关资料
外 ，还 应 及 时 拨 打 举 报 电 话
12331投诉。

普通高中下月11日

就要放暑假啦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刘
晓) 近几天虽然风不小，但风
中处处充满“暖意”。受连续高
温影响，市气象台4天内连续两
次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温
飙升到了37℃。

据了解，市气象台于6日和
9日分别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
计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

37℃以上，有关部门和单位按
照职责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
施；市民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
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
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
间；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
暑降温指导，并采取必要的防
护措施。

记者查阅气象资料得知，

淄博史上极端最高温出现在
1955年，为42℃。去年的极端最
高温达到了40 . 9℃，出现在临淄
区。今年进入6月以来，已出现
多次高温天气。

“天气酷热时，若处于空气
不流通的地方，便容易中暑。所
以提醒市民尽量减少外出，更
不要大量运动。”市气象台工作

人员提醒。
不过，未来五天天气将有

两次较大的波动，气温将出现
小幅下降。市气象台预计，周四
和周六将有两次雷雨天气过
程，气温也将下降3-5℃。“周末
天气整天比较凉爽，尤其是早
晚天气可能较凉，提醒市民注
意多穿衣服。

未未来来五五天天雷雷雨雨又又要要频频繁繁造造访访
高温下市民要注意防暑，本周末天气将回归凉爽

三三区区县县年年报报公公示示率率超超七七成成
申报速度不断加快，地区不平衡现象日渐突出

本报6月9日讯(记者 刘
晓） 随着申报最后期限的
逐步临近，进入6月份后全市
市场主体申报速度明显加
快，截至6月8日，全市2013、
2014年度企业年报率分别为
76%和67 . 5%；个体工商户年
报率分别为39 . 8%和39 . 6%，农

民专业合作社2014年度年报
率为60 . 36%。

但从各区县情况看，不
平衡现象非常突出。企业年
报进度较快的区县有文昌
湖、博山、桓台，年报率已超
过和接近8 0%；而有些区县
则进度较慢，最低的尚不足

6 0%。个体工商户年报率较
高的有桓台、博山、文昌湖
等 ，其 中 桓 台 县 年 报 率 最
高，已超过80%；农民专业合
作社年报率较高的有博山、
文昌湖、高青，年报率已达
9 0%以上；而有的区县则明
显偏低。

夏季谨防食品中毒，市食药部门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醒

烹烹调调好好食食物物室室温温存存放放莫莫超超22小小时时

企业应公示股东

出资信息等情况

4种情形将被

列入“黑名单”

相关链接

工商部门工作人员对企业年报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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