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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6月24日讯(记者
邵艺谋) 6月24日，记者从驻泰高
校了解到，今年高校大学生征兵工
作已经开始，今年征兵时间首次从
冬季调整到夏秋季，高校应届毕业
可从学校“直通”军营。

今年大学生入伍征集对象为
年龄要求在17至22岁之间的全日
制在校男生，高职(专科)应届毕业
生放宽到23岁，本科及以上应届毕
业生放宽到24岁。据了解，普通高

校组织大学生再在大学生离校前
组织体检、政审和预定兵。今年征
兵时间较往年提前3个月，七八月
份开始征集，9月1日批准入伍，9月
30日征兵结束。大学应届毕业生、
在校生离校前可在高校参加身体
初检、政治初审，符合条件者确定
为预征对象，高校协助兵役机关将

《登记表》和《申请表》审核盖章发
给毕业生本人，并完成网上信息确
认。初审、初检工作最晚在7月15日

前完成。
征兵时，对于应届大学毕业生

优先报名应征、体检政审，优先审
批定兵，优先安排使用。入伍后，对
于符合士官选取条件的士兵，同等
条件下具有全日制大专毕业以上
学历的要优先选取；大学毕业生士
兵参加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对象选
拔，年龄放宽1岁，同等条件下优先
列为优秀士兵保送入学推荐对象。

根据大学生征兵优惠政策，

2013年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的
学生，可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
批准入伍后可办理保留入学资格
手续，退出现役后 2年内允许入
学，并享受国家学费资助政策。而
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既可在
高校所在地报名应征，也可回入
学前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另外，
从今年起，往届高校毕业生、高校
新生、研究生全部纳入学费资助
范围。

征兵时间首次调整到夏秋季

大学刚毕业就可“直通”军营

6 . 25影讯

横店影城

《不二神探》片长100分 票价50元
11:15 13:05 14:55 16:45 18:35 20:25 22:
15 10:25 14:00 15:50 17:40 19:30 21:20

《中国合伙人》
片长110分 票价50元 13:20 21:00

《枕边有张脸》
片长95分 票价50元 12:15

《致命黑兰》
片长100分 票价50元 15:20 19:05

《辛巴达历险记》
片长95分 票价50元 11:35 17:15

《潜艇总动员3》(3D)
片长80分 票价60元 10:30

《超人：钢铁之躯》(3D)片长140分
票价60元 10:20 12:55 15:30 18:

05 20:40 11:10 13:45 16:20 18:55 21:
30 12:00 14:35 17:10 19:45 22:20

六月优惠活动：
1、6月份预存168元(另付10元卡费)

即可办理白金卡，会员观影除限
价片外一律20元通看！(vip除外、限
价片需补足差价)；2、会员购买卖
品食品，享受9折优惠！3、会员顾客
购买“哈根达斯”冰淇淋杯，第二
杯享受8折优惠！(销售价58元/杯)

地址：乘14、K17、36路公交车到宝
龙城市广场站下车。
咨询电话：0538-8889588
★团购、包场热线：13853869709★

先锋影城

《超人：钢铁之躯》3D
片长143分 票价60元
9:40 10:40 12:30 13:30 15:10 16:20
17:40 19:00 20:00

《不二神探》
片长 98分钟 票价50元

10:00 11:00 12:10 12:50 14:30 15:40
16:40 18:40 19:40 20:40

《星际迷航：暗黑无界》3D
片长132分 票价60元 20:20

《枕边有张脸》
片长96分 票价50元
14:00 19:10 21:00

《北漂鱼》
片长89分 票价50元 11:20 16:00

《中国合伙人》
片长100分 票价50元 13:10 17:30

《致命黑兰》
片长108分 票价50元 10:20 15:00

《魁拔Ⅱ》3D
片长98分 票价60元 18:10

地址：银座商城(中心店)6楼
影讯热线：8226607

奥莱影城

★《超人：钢铁之躯》3D
10:10 11:30 12:40 14:10 15:20 17:00
18:00 19:40 20:40

★《不二神探》
09:30 11:10 13:00 14:50 16:40 18:30
20:20 12:00 13:50 19:20 21:10

★《北漂鱼》14:30 16:20 20:00

★《辛巴达历险记2013》10:30 18:10

★《枕边有张脸》12:20 17:30

★《夜幕惊魂》21:40 15:50

★《致命黑兰》09:10

★《中国合伙人》09:50

◆奥莱影城回馈影迷：凡持卡购
票可得限时观影券！
自今日起凡持贵宾卡或影迷卡消
费两张影票只需加1积分就可获
得限时观影券一张；凡持校园卡
或银座联名卡消费两张影票只需
加1元钱就可获得限时观影券一
张。数量有限先购先得噢！
◆地址:泰安市泰山大街东段银座
奥特莱斯4楼(6路，7路，10路，18路，
29路温州步行街站下车即是)
◆影讯热线:0538-6119898
◆影迷QQ群：160216274

大乐透 第13072期
12 27 28 33 35+03 05

排列三 第13168期 8 4 4
排列五 第13168期 8 4 4 8 9
22选5 第13168期 01 05 08 09 16

（刘来）

七乐彩 第2013Q072期
07 08 11 16 17 24 29/27

23选5 第2013W168期 10 13 19 20 22
3D 第2013D168期 556
双色球 第2013S072期

02 08 1114 19 33/09 (孙思荣)

本报泰安6月24日讯(记者
邵艺谋) 24日，记者从泰山学院
获悉，该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
业技术岗位工作人员58人，全部
为教师岗位，其中博士研究生40

人，1硕士研究生8人。符合岗位需
求的应聘人员可在7月4日前登录
泰山学院人才招聘系统报名。

据了解，应聘的应届毕业生
须能按时毕业并取得学历和学位

证书；应聘初级专业技术岗位人
员年龄在40周岁以下，同时具有
山东省常住户口。

符合条件的应聘人员可在7

月4日前登录泰山学院人才招聘
系统填报报名资料，每人限报一
个岗位。通过资格初审的人员需
提供国家承认的本科以上学历和
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
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全日制

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应聘的，提
交就业推荐表，并能够正常毕业。
留学回国人员应聘的，需出具国
家教育部门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须在2013年6月20日前取得)。

此次招聘考试分为笔试和面
试。应聘初级岗位人员须参加笔
试，考试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面
试采用试讲和答辩的方式。笔试
时间为7月15日。

泰山学院招聘58人

本报泰安6月24日讯(记者 王
世腾 通讯员 魏磊) 近日，泰安
交运集团成立“红叶使者”、“好运使
者”、“汽车使者”、“爱心使者”、“白
衣使者”五支志愿服务队。每支服务
队每年开展活动不少于4次，每位志
愿者每年服务时间不少于50小时。

泰安交运集团工作人员介绍，
每个志愿服务队还根据职能范围和
人数多少，分为了若干个小分队，每
个小分队志愿者人数为20至30人。每
支服务队每年开展活动不少于4次，
每位志愿者每年服务时间不少于50

小时。
志愿者还将进行相关技能培

训，并由服务旗帜和志愿服务徽章。

交运志愿者服务
每年不少于50小时

两辆出租车违规

被停业整顿

本报泰安6月24日讯(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谢飞) 24

日，泰安市交通局道路运输管理
处对泰城1292辆出租车安全路
检、路查。检查期间共检查车辆
200多辆，发现有问题的出租车8

辆，停业整顿出租车2辆。
泰安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

工作人员介绍，本次检查范围包
括车容车貌、出租车标志使用情
况，顶灯、营运证件、服务规范
等。

执法人员对查到的违规行
为，要求其现场整改后才能离
开，违规情节严重的驾驶员责令
其停业整顿。

24日共检查车辆200多辆
次，发现未随身携带道路运输
证、从业资格证，未办理服务资
格证，服务监督卡未摆放，出租
车标志未按规定使用，车容车貌
差等违规行为8起，停业整顿出
租车2辆。

格市区天气

6月25日，阴，局部有雷雨或阵
雨，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
左右。

6月26日，阴局部有阵雨转多
云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左
右。

6月27日，多云，南风3级左右，
最高气温：34℃左右。

格6月25日景区天气

南天门：阴，降水概率40%，气
温：16～20℃。

中天门：阴，降水概率40%，气
温：18～22℃。

桃花源：阴，降水概率40%，气
温：20～26℃。(侯海燕)

本报新泰6月24日讯(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闫超 栾兆
红) 22日，新泰市青云社区三名
90岁以上老人，每人领到万元寿
星奖金，四户特困户每家领到
6000元救助金。

22日上午9点，新泰市青云街

道办事处青云社区为高元林、徐
勤忠、董仲亮、尹成礼等四户特困
户分别发放6000元救助金，还为
林庆莲、韩尚珍、张付氏三位老人
分别发放10000元寿星奖金。

在亲属搀扶下，三位老人上台
领奖。“日子越过越好，90多岁还能

领红包。”林庆莲说，她是青云社区
居民，今年94岁，能领寿星奖真好。

新泰市青云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张宸说，他们逐年提高60

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金，去年在社区
经济最困难的情况下，老人每人每
月能够领到260元养老金。

新泰青云社区

90岁以上老人领万元红包


	S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