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节出游的市民注意啦，因北京西站施工———

聊城部分列车调整运行时间
本报聊城 9 月 13 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王
玉美) 近日，记者从聊城火
车站获悉，因受北京西站施
工影响，聊城部分列车停运
或调整运行时间(以下日期

均为列车到达聊城站日期)。
这些列车车次的具体

调整情况为：9 月 26 日北
京西至深圳 K105 次列车
停运，9 月 28 日深圳至北
京西 K106 次停运。

自 9 月 22 日起，赣州
开往大同方向 K732 次、自
9 月 23 日起，大同开往赣
州 K731 次列车取消北京
西站停站，增加黄村停站。

自 9 月 23 日起，北京

西开往郑州方向 1303 次
列车聊城站到开时刻调整
为 2：25 到 2：33 开。

自 9 月 22 日起，井冈山
至北京西 Z134 次列车到达北
京西站时间调整为 8：03到。

9 月 25 日北京西开往
济宁 2071 次北京西站始
发时间改为 22：21 开。

9 月 25 日北京西至重
庆 K619 次北京西站始发
时间改为 22：27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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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北转南风 2 ～ 3 级

12 ～ 27℃

今天（星期五）

晴间多云
北风 2 ～ 3 级
11 ～ 27℃

明天（星期六）

多云间晴
北风 2 ～ 3 级
14 ～ 26℃

后天（星期日）

（谢晓丽)

“质监邀您看企业”走进阳谷凤祥

近距离“探秘”肉鸡加工生产线
本报聊城 9 月 13 日讯 (记者

李璇 通讯员 程飞) 13 日，
聊城市质监局开展的“质监邀您
看企业，食品安全大家行”活动
走进位于阳谷县的山东凤祥集
团。记者近距离参观了肉鸡宰
割、熟食加工等生产线，及该企
业的现代化养殖场及检测中心。

在肉鸡宰割车间的参观走
廊，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生产
车间的工作人员统一穿着白色
工作服、头戴工作帽，熟练地对
一只只通过机器传送来的肉鸡

进行分割。而在熟食加工车间，
只有少量身着工作服的工作人
员，正在操作大量自动化机器。
参观过程中，企业相关负责人从
产品生产、卫生管理、仓储物流
等几方面做出详细介绍。

企业负责人介绍，凤祥集团
主要从事种禽繁育、肉鸡饲养、
屠宰分割、饲料加工机禽肉熟制
品、调味品、生物制品的生产加
工，是中国最大的肉鸡生产加工
出口企业之一。该企业成立 21 年
来，努力打造从农场到餐桌食品

安全产业链。为保障肉鸡健康安
全，从源头抓起，建立现代化养
殖基地，建立健全兽医卫生管理
体系。肉鸡饲养过程中，严格实
施统一供雏、供料、用药、免疫接
种、宰杀的“五统一”管理模式，
有效实施原料源头控制管理。

“我们严把出厂检验关，企
业有高标准的检测中心，能够进
行禽病、微生物、药残、重金属等
相关项目检测，并有效运行产品
追溯及召回制度。”该负责人表
示。

宝贝李泽煜———

我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
大家好，我叫李泽煜，今年 1

岁 10 个月。今天我和爸爸妈妈去
五星广场玩，他们带我坐旋转木
马，我选了个小蜜蜂，可漂亮
啦！妈妈就站在旁边陪着我，所

以我一点都不害怕。我还去水上乐
园玩了，水凉凉的，一开始我有点
害怕，妈妈牵着我的小手慢慢走
着，里面还有几个大哥哥在玩，
看他们又跑又跳的，我也慢慢放
开妈妈的手自己小心地玩。

滑滑梯的时候妈妈在下面接
着我，结果我滑下去一屁股蹲在了
水里，还溅了妈妈一身水，哈哈！我
们都笑了。又玩了一会儿，妈妈怕
我感冒，我们就回家了。今天玩得
真开心，我爱爸爸妈妈。

今日影讯

Y 影讯

《敢死队 2》
片长：10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09 ：40 11 ：30 13 ：35 15 ：
25 17：10 18：55 20：45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
片长：155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0：50 14：00 16：50 19：35

《超凡蜘蛛侠》3D

片长：135 分钟 票价：60 元
场次：10 ：30 13 ：00 15 ：40 18 ：
05 20：30

《普罗米修斯》3D

片长：125 分钟 票价：60 元
场次：10 ：10 12 ：20 14 ：45 17 ：
25 19：50

《稍安勿躁》
片长：9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1：05 14：20 17：40 20：55

《邋遢大王奇遇记》
片长：9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09：30 12：45 16：05 19：15

《伤心童话》
片长：9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0：00 13：20 15：00 16：35

《秘鲁大冒险》
片长：90 分钟 票价：50 元
场次：11：45 18：30

鲁信影城聊城金鼎购物中心
店提供

(凌文秀)

J
近日，记者从冠县文广新局了

解到，今年将在冠县城区建成 10 个
公共电子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建设
工作分两批进行，分别是学校公共
电子阅览室建设和企事业单位公共
电子阅览室建设。

(凌文秀)

近日，聊城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局对铁塔电子商城进行了突击检
查，查处 8 家盗版光碟销售商，现场
没收盗版光碟 3300 多张。

(凌文秀)

记者从聊城市财政局获悉，省
财政厅下达了第二批农机购置补贴
资金 2560 万元，支持聊城农机化水
平的提升。

(杨淑君)

截至目前，茌平县累计财政投入
5505 . 4 万元，大力发展现代农机事
业，目前全县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75% ，小麦耕种
收基本实现了生产全程机械化。

据悉，茌平县兑现 4160 . 4 万元
农机购置补贴，调动农民购机积极
性；拨付 65 万元，扶持引导农机合作
社规范发展；投入 35 万元，建立万亩
现代农机示范园区；安排 1245 万元，
县域内推广先进农机耕作技术。

(杨淑君)

简讯

婚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结婚、
生子、建立家庭是人生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家庭财产是维持婚姻关系
的重要载体。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
百姓的私有财产也不断状大。家庭、
婚姻往往产生诸多纠纷。这些纠纷
大部分与财产有关。

为避免或减少此类纠纷，当事
人可以到公证处进行婚前财产约定
协议公证或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
证。明确界定婚前的财产、婚后的财
产或者子女的财产。这样既消除了
产生矛盾的隐患又有利于婚姻和
谐、家庭和睦，同时还有利于化解矛
盾解决纠纷。

地址：聊城市文化路中段 电
话：0635-6967000

鲁西公证

Z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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