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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15

遍地狼烟(数中)16:25 不怕贼
惦记(数中)09:10 13:40 18:10 22:
40 丁丁历险记(3D 数中)09:10
11:45 15:20 18:50 鸿门宴传奇
(数中)09:30 11:50 12:00 14:30
16:10 17:00 19:30 20:30 22:00

巨额交易(数中)09:55 23:00 开
心魔法(数中)10:00 14:20 18:40

魔法奇幻秀(数英)13:25 17:05
20:45 驱魔者(数 3D 英)10:10

13:45 17:15 20:45 22:20 三傻
大闹宝莱坞(数印)10 :45 19:45

三傻大闹宝莱坞(数中)15:15 21:
45 深海之战(数 3D)11:05 12:
55 14:40 18:15 20:00 追爱(数
字)11:35 15:20 19:00 22:45
(以上影讯仅供参考，如有变动
请以影城当日现场排片为准。)

影讯查询 www.wandafilm.com

电话：0536-8050111、8891662

260 所学校加入民办教育协会
本本报报 1122 月月 1111 日日讯讯 ((记记者者

秦秦国国玲玲))99 日日，，潍潍坊坊市市民民办办教教
育育协协会会成成立立大大会会暨暨第第一一次次会会员员
代代表表大大会会于于 99 日日举举行行，，共共有有 226600

所所民民办办学学校校申申请请加加入入协协会会。。
据据了了解解，，全全市市现现有有各各级级各各类类

民民办办学学校校 11003399 所所，，在在校校生生达达到到
2288 .. 22 万万人人，，基基本本形形成成了了学学历历教教
育育、、文文化化专专业业学学习习与与职职业业教教育育技技

能能培培训训并并存存，，覆覆盖盖了了多多个个层层次次的的
办办学学格格局局。。潍潍坊坊市市教教育育局局社社管管
科科相相关关负负责责人人介介绍绍，，民民办办培培训训
机机构构发发展展还还存存在在着着很很多多不不规规范范
的的地地方方，，协协会会成成立立后后，，行行业业协协会会
组组织织将将架架起起政政府府与与民民办办学学校校之之
间间的的桥桥梁梁，，以以组组织织的的名名义义提提出出
合合理理化化诉诉求求，，促促进进民民办办教教育育健健
康康、、规规范范、、有有序序发发展展。。

高新国税稽查局开展“阳光稽查”
本报 12 月 11 日讯(通讯员

于慰华 )为推进税务稽查制
度建设和廉政建设，促进税收
秩序改善，高新区国税局稽查
局积极开展“阳光稽查”工作。

实施“阳光稽查”中，税务
稽查部门针对不同纳税人，实
施过程公开，处罚公正透明，保
障纳税人及其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营造良好纳税环境而采用
的稽查方式。

首先，稽查部门要将税务
稽查执法范围、执法依据、程序
等内容，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稽查人员在实施税务检查
时，将印有稽查业务公开有关
内容的《税务稽查告纳税人书》
随同《税务检查通知书》送达被
查对象。同时，公示部分行业稽
查结果，推行稽查意见反馈制
度。

群众难事由大学生村官“跑腿”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马媛媛 通讯员 祝红蕾 姚
新)11 日，记者了解到，临朐县
为利用好大学生村官这笔人才
资源，建立民生事务代办制度，
每周设立了“代办事务受理
日”，村官可为村民代买化肥、
解读计生工作等政策。

辛寨镇杨家河社区村民陈
立孝说，自己买优质化肥，跑了

几趟一直没买成，交给大学生
村官后，半天后就办成了。

据了解，临朐县建立民生
事务代办制度。现在辛寨镇全
镇 14 个社区都设立了服务代
办点，每周一为社区“代办事务
受理日”，村官们将合作医疗保
险等十余项作为主要服务内
容，向群众提供资料收集、政策
讲解、登记造册等服务工作。

31 路公交车调整线路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宋昊阳)11 日，记者了解到，由于
沿途路段交通拥堵严重，市公交
总公司于近日对 31 路进行了优
化调整。

据悉，由于南乐道路面狭
窄，两侧又有机动车停靠，致使
交通拥堵日益恶化，交通事故
时有发生。市公交总公司于近
日对 31 路进行调整。31 路下行
线行至鸢飞路与南乐道交叉路

口后，沿鸢飞路—健康街东行
恢复原线路运行，不再运行南
乐道(鸢飞路至虞河路)、虞河路
(南乐道至健康街)路段，沿途增
设健康街虞河路口、鸢飞路幸
福街路口等 2 处站点，取消虞
河路健康街路口(路东侧)、四棉
小区、农委宿舍等 3 处站点。另
外，考虑南乐道附近居民的出
行需要，对途经此处的 52 路公
交车暂不予调整。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张
浩)11 日，记者从建设部门获悉，
为了做好元旦、春节前的清欠防
欠工作，从 12 月 11 日开始，将实
行清欠工作日报告制度，各县市
区、开发区清欠机构要在每天下
午 5 点前将当日清欠工作情况上
报市清欠办。同时要求各施工企
业务必于 2012 年元旦前将工资
发放到位。

据了解，从 12 月 11 开始，建
立日报告制度，各县市区、开发区
清欠机构要于每天下午 5：00 前将
当日清欠工作情况报市清欠办，有
事报情况，无事报平安，重大、疑难
案件要形成书面材料上报。

对于群体上访的复杂、疑难

案件，要发挥清欠联席会议制度
的作用，集体研究案情，区分各方
主体的责任，清欠领导小组各成
员及所在单位要在第一时间快速
反应，按照本单位职责分工，对责
任主体进行调查处理，启动行政
处罚程序，给拖欠主体造成高压
态势，配合清欠工作的开展。对于
重大、复杂案件，要指定领导包
靠，由包靠领导带领相关单位人
员将案件落实到位。

同时要求各级要根据市建设
局《转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
切实做好春节前住房城乡建设系
统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的通知〉
的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好工程款
和劳务工资支付情况排查，发现

问题及时、妥善处理。对于到市里
越级上访的案件，要落实属地管
理制度，解决在当地，化解在基
层。对于不按规定落实清欠防欠
规章制度、恶意拖欠工程款和劳
务工资的市场主体，要依法予以
严肃处理。

为保障广大劳务人员过一个
愉快祥和的春节，要求各施工企
业务必于 2012 年元旦前将工资
发放到位， 2012 年 1 月 5 日前
组织民工返乡，对工地进行全面
检查后封闭。各建筑、市政、装
饰装修市场管理部门要负责将该
通知下发到每个企业，并对企业
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确保落
实到位。

清欠工作情况须一天一报
施工企业要在元旦前将工资发放到位

本周前期多云后期晴好
上周连续几天的雨雪天气

后，周末，市民终于迎来久违
的 阳 光 。 据 气 象 部 门 预 报 显
示，本周天气变化较大，前期
多云为主，气温较为平稳，尽
管后期天气逐步放晴，但气温
会有小幅度下降，最低气温零
下 7℃ 。

昨日，行走在路上，不少

市民脸上也洋溢出阳光般灿烂
的笑容。但好景不长，从昨日
夜间开始，潍坊连续几日都将
以多云为主。 1 2 日，晴间多
云，南转北风 2 至 3 级，最高气
温 8℃ 。 13 日，晴转多云，南
风 2 至 3 级，气温零下 2℃ 至
8℃ 。 14 日，多云间阴，南风 3

至 4 级转北风 4 至 5 级，气温零

下 3℃ 至 5℃ 。但据气象部门最
新监测显示，本周后期，晴好
天气将再次“唱主角”，但气
温略有下降。

现 在 ， 由 于 天 气 变 化 较
大，而且到后期，尽管天晴，
但温度仍然相对前期较低，市
民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

多多云云间间阴阴，，南南风风 33--44 级级转转
北北风风 44--55 级级，，--33℃℃--55℃℃

1122 月月 1144 日日1122 月月 1122 日日

晴晴间间多多云云，，南南转转北北风风 22--33

级级，，--22℃℃--88℃℃
晴晴转转多多云云，，南南风风 22--33 级级，，

--22℃℃--88℃℃

1122 月月 1133 日日

紫外线指数：中中等等
外外出出时时建建议议涂涂擦擦 SSPPFF

高高于于 1155、、PPAA++的的防防晒晒
护护肤肤品品，，戴戴帽帽子子、、太太
阳阳镜镜。。

洗车指数：适适宜宜
未未来来持持续续两两天天无无雨雨天天
气气较较好好，，适适合合擦擦洗洗汽汽
车车，，风风和和日日丽丽将将伴伴您您
的的车车子子连连日日洁洁净净。。

旅游指数：一一般般
风风稍稍大大，，天天气气稍稍凉凉，，同同
时时有有中中雨雨，，旅旅游游指指数数一一
般般，，若若坚坚持持旅旅行行建建议议带带
上上雨雨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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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好挤

11 日，在潍坊百货

大楼附近的公交站点，等

待上车的乘客排起了长

队。随着元旦、春节日益

临近，市民趁着周末纷纷

外出购物，市区主要商业

路段的公交车都是人满为

患，这给公共交通造成不

小的压力。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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