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挂失声明
郭 延 宽 ，身 份 证 号 ：

370102197912092512，执业证号：
1371520140903899，律师资格证号：
A20123715023186，律师执业证不
慎丢失，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聊城市红日机械配件厂，

2017年5月13日开具给宁波达奋
精工轴承有限公司山东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代码：3700163130，发
票号码：09051638，金额捌万玖仟
捌佰陆拾肆圆壹角玖分！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不慎
丢失，特此声明！

公 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阳谷华
宝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注册号：
371521200014464)2017年6月8日的
股东会决议解散，现已成立清算
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债权人
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
债权登记手续。

联系人：潘安光，联系电话：
13968966728，联系地址：山东省聊
城市阳谷县侨润办事处谷山北路
500米路西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莘县华惠百货超市税务登记

证 正 副 本 丢 失 ，税 号
372523197804220017P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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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6月13日讯(记
者 郭庆文) 6月18日，齐
鲁晚报·今日聊城将迎来创
刊八周年，为回馈读者、服
务市民，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联合聊城鲁信影城成立

“齐鲁壹点·鲁信影城观影
团”，为大家带来系列观影
服务和公益观影活动。

此次，齐鲁晚报·今日
聊城与聊城鲁信影城给大
家的福利很多，分别包括以
下系列活动：

一、聊城市儿童电影
节。11日下午2点，小银幕，
大世界！放飞快乐“影 ”享
童年，聊城市儿童电影节开
幕式在聊城鲁信影城举行，
聊城百余位孩子及家长一

起观看了电影《我的爸爸是
国王》。

即日起到7月9日期间，
每周六、周日上午10：30下
午2：30；各排映一场儿童电
影节固定场次影片，这些影
片分别是《我的爸爸是国
王》、《三只小猪2》、《猪猪侠
4》、《逗逗迪迪》、《爱在前
方》、《麦豆的夏天》、《功夫
小兔侠》等优秀儿童影片。

儿童电影节期间，这些
影片在聊城鲁信影城不仅
有10元观影优惠，每周还将
有10个1分钱观影名额(每
个名额可供一名家长一名
孩子观看)。

二、“壹点观影团”大片
体验。1分钱看《金刚：骷髅

岛》、《速度与激情8》、《神奇
女侠》等系列大片，深受齐
鲁壹点粉丝群的好评。在齐
鲁壹点观影日的基础上，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聊城
鲁信影城成立“齐鲁壹点·
鲁信影城观影团”，定期到
鲁信影城影城免费体验新
上映的大片，1分钱观影优
惠力度更大。

“齐鲁壹点·鲁信影城
观影团”本次观影大片为6
月 1 6 日上映的《异形：契
约》，观影时间为周六(6月
17日)15点10分。请大家提
前进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APP参与活动。

三、《异兽来袭》开启鲁
信影城电影院线惊悚季，本

周内，每天将有1 0张免费
票。

活动参与方式，请下载
齐鲁壹点APP，进入聊城频
道参与活动。这个暑期，不
容错过的大片尽在“齐鲁壹
点·鲁信影城观影团”。齐鲁
壹点将和聊城鲁信影城金
鼎购物中心店一起，为您送
上最新最好的大片。

齐齐鲁鲁壹壹点点··鲁鲁信信影影城城观观影影团团成成立立
三大福利陪你过暑假，观影优惠力度更大

本报聊城6月13日讯(记
者 王尚磊) 13日，聊城市
中心血站发布聊城市2017
年6 . 14世界献血者日活动
公告，城区设四个献血点，
为感谢献血者的无私奉献，
献血日当天参与献血的爱
心市民可获得双份纪念品。

今年6月14日是第14个
世界献血者日。今年世界献

血者日宣传的主题是“我能
做什么？献血，现在献血，经
常献血。”为方便爱心市民就
近参与无偿献血活动，6月14
日起，将在城区设四个采血
点。四个献血点为金鼎商厦
广场、银座商城广场、汽车总
站、闸口科技广场。时间为6
月14日—15日。凡6 . 14献血
者日期间献血的爱心市民，

均可获得双份纪念品。
“近年来，聊城市临床

用血总量每年都在增长，同
时采血压力不断加大，市中
心血站希望通过世界献血
者日活动让更多人认识无
偿献血的重要意义，并倡导
社会各界充分肯定每位无
偿献血者的无私奉献之举，
并对他们参加无偿献血的

行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
高的敬意。”聊城市中心血
站工作人员表示，在2016年
6月14日世界献血者日，全
市有1264人参加了无偿献
血，献血量达到632000毫
升，在活动现场献血者则排
起了长长的队伍，志愿者更
是热情服务，主动帮助献血
者。

今今年年献献血血日日，，城城区区设设四四个个献献血血点点
当天参与献血的爱心市民可获双份纪念品

本报聊城6月13日讯(记
者 邹俊美) 据悉，“三同”
即“同线同标同质”，是指食
品出口企业在同一条生产
线上，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
出口和内销产品，从而使供
应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
产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平。
为了让聊城的更多的企业
成为“三同”示范企业，聊城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检验
员们不辞辛苦，多次奔波于
企业之间，积极培育“三同”
示范企业。

近日，记者跟随聊城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检科
科长王晓文和白林云来到
山东百佳食品有限公司，该
公司加工生产脱水果蔬、可
食用植物及其种子在内的

各种调味品、食品和食品配
料，主导产品为大蒜、洋葱等
三十余种调味品。是鲁西最大
的脱水蔬菜加工基地。产品
95%销往美国、德国、澳大利亚
及世界各地。近两年该公司开
始发展国内市场，内销的产品
使用出口产品同一条生产线，
按照出口相同的标准生产。该
企业一直在执行“三同”要求，
但却没有申请三同示范企业，
王晓文和白林云来到该企业，
对企业进行三同示范企业申
请条件解读，并对厂区进行走
访，提出建设性建议，帮助企
业发展。

据了解，2016年11月15
日，国家质检总局食品安全
局公示审定的首批出口食品

“三同”示范企业名单内凤祥

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目
前该企业为聊城首家“三同”
示范企业。王晓文介绍，聊城
不少出口企业都在参与“三

同”工程，但却没有申请示范
企业。聊城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将走访更多的出口企业，
积极培育“三同”示范企业。

聊聊城城出出入入境境检检验验检检疫疫局局
积积极极培培育育““三三同同””示示范范企企业业

聊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检疫员在企业走访。

五月的黄河入海口正
是槐花盛开鸟语花香的时
节，壮观的河海交汇、完整
的湿地生态系统、全国第二
大油田——— —— 胜利油田、滨
海滩涂景观等独具特色的
旅游资源成就了这片旅游
胜地。坐落于此的垦利区黄
河口镇为了改变乡村贫穷
的面貌，充分发挥地理优
势，向着旅游兴村、旅游织
景、旅游致富发起了总攻。
兴林片区乡村旅游+扶贫项
目应运而生。

旅游业带动力强，富民
增收效果明显。如何在扶贫
工作中放大“旅游+”效应？
黄河口镇扶贫办主任唐建
文介绍，旅游是扶贫的切入
口，可带动当地村民及周
边村民的积极性，提高整
体收入和提供就业岗位；
但旅游开发也是个持续性
的工作，兴林片区的旅游
扶贫能快速推进，主要得
益于当地政府、扶贫部门
及帮扶单位的产业引导和
政策扶持。

兴林片区涵盖了双义
河村、辛集村、牛庄村、贾
刘村、兴林村、东隋村、西
隋村共计7个村，主要规划
为打造“一心四区”。一心
为服务接待中心，四区为
碧水逸湾、阳坡水岸、休闲
体验、街景美化四部分。

兴 林 片 区 预 计 投 资
253万元。计划建设高温大
棚三座，低温棚一座，总占
地面积18亩，种植冬桃、香
椿、食用菌等农产品，打造
采摘基地。建设农村农家

乐一处，集餐饮住宿采摘
于一体，铺栈道200米、凉
亭两座、乡村民居20间，附
带硬化场地1000平方修建
农 家 乐 停 车 场 及 周 边 绿
化。目前片区内冬桃已种
植完毕，高温大棚底座已
建设一半，乡村民居正在
设计施工，预计2017年9月
底将全部完工。项目建成
后可带动7个村2000余口
增收致富，也让片区内7个
村慢慢的活起来了。

(本报通讯员：岳巍巍)

垦垦利利区区黄黄河河口口镇镇““乡乡村村旅旅游游++扶扶贫贫””加加出出新新希希望望

今年6月是全国第十六个“安全
生产月”，近段时间以来，聊城东昌
府区交警大队组织民警持续走进辖
区企业、学校及居民家中开展交通
安全宣讲活动。活动中，宣传民警结
合实例向企业员工、中小学生、广大
居民讲解交通安全知识并现场发放
交通安全知识手册等宣传材料，号
召大家一起抵制、摈弃交通违法，文
明安全出行，避免和减少道路交通
事故发生。图为在辖区一企业宣讲
现场。 本报记者 李怀磊 通
讯员 杜泽敏 摄影报道

交交安安宣宣讲讲进进基基层层

麦收时节，聊城市人民医院组
织“三夏义诊队”到田间为农民义
诊。图为在东昌府区梁水镇梁浅村
等地进行义诊活动，为村民免费做
B超、心电图、胸部X光检查等并发
放健康教育材料，受到了村民一致
好评。 本报记者 王尚磊 通
讯员 赵宗涛 摄

麦收义诊忙

扫码享观影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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