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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来源于六街市
场，各摊位会根据售卖品种质
量在此价格基础上有所变动。

(王泽云)

28日、29日，夏季大型招聘会开始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张凯

通讯员 郑庆波) 6月28、29日(本
周五、周六)，由本报与滨州市人力
资源经理协会联合举办的“2013政
通第二届夏季大型招聘会”将在政
通人才市场(滨城区渤海七路604
号)举行。

本次招聘会预设100个摊位，预
计提供岗位近4000个，涵盖纺织、化
工、机械、建筑、酒店、教育等10余个
行业。东吴物业、蓝天腾飞英语学校、

三力机械有限公司、鸿策雷行房地产
有限公司、今生今饰有限公司、中晨
桩业等众多实力企业将现场纳才。

政通人才市场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招聘会重点面向滨州市人力资
源经理协会大中型实力会员企业，
重点服务“驻滨各高校及周边市县
院校滨州籍应往届毕业生”、“社区
待业人员”、“就业困难人群”、“零就
业家庭成员”等四类人群。

招聘会期间，政通人才市场将针

对以上四类人群开辟免费就业指导、
简历分析、就业政策咨询等服务，同
时，免费提供现场及网络人才信息发
布服务，为推动区域就业，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013政通第二届夏季大型招聘
会目前仍接受企业摊位预定和求职
人才信息登记，有意向参会的企业
和社会各界求职人员可以到滨城区
渤海七路604号的政通人才市场咨
询了解。

本报讯 为推动今年麦收防
火宣传工作，大力提升广大群众消
防安全意识及抵御火灾危险的能
力，积极营造平安祥和的生活环
境。近日，滨城区消防大队协调移
动公司，开展麦收短信强势助阵，
营造宣传氛围，提醒人们增强夏季
安全防范意识。

“一心一意爱消防，久而久之
家平安；防火人人抓，幸福你我他；
勿忘火警119，患难时刻真朋友”等
短信标语及日常防火、灭火、逃生、
自救消防宣传等，直观地向广大群
众传播夏季防火的相关内容及消
防安全基本常识，进一步提高了全
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增强了全社会
防御火灾的能力。

有了短信助阵，极大地提高了
辖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使麦收
防火知识随处可见，形成了浓厚的
消防工作氛围，切实将各项麦收防
火安全工作措施转化为广大农民
群众的自觉行动；有力地推动了消
防宣传的社会化进程，营造了全民
关注消防、学习消防安全常识的浓
厚氛围。

(通讯员 李晓琳)

菜价
品种 昨日 今日

辣椒（棚） 22 .. 0000 22 .. 0000

菜椒 22 .. 0000 22 .. 0000

白菜 11 .. 0000 11 .. 5500

卷心菜 00 .. 8800 11 .. 2200
圆茄子 11 .. 8800 22 .. 5500
西红柿 11 .. 5500 11 .. 5500
大葱 22 .. 0000 22 .. 0000

姜 33 .. 0000 33 .. 0000

蒜 11 .. 5500 11 .. 5500

蒜薹 22 .. 5500 22 .. 5500

土豆 11 .. 5500 11 .. 8800

芹菜 11 .. 5500 11 .. 5500

黄瓜 11 .. 5500 11 .. 8800

油菜 11 .. 8800 11 .. 8800

芸豆 22 .. 5500 22 .. 5500

冬瓜 11 .. 5500 11 .. 5500

豆芽 11 .. 5500 1 . 50

香菜 44 .. 0000 44 .. 0000

菜花 22 .. 0000 22 .. 0000

菠菜 11 .. 8800 11 .. 8800

豆角 22 .. 5500 33 .. 5500

禽蛋鱼肉
鸡蛋 4 . 0000 44 . 000

白条鸡 66 .. 0000 66 .. 000

猪肉（精肉） 1133 .. 0000 1133 .. 0000

猪肉（五花肉） 1111 .. 5500 1111 .. 5500

鲤鱼 55 .. 5500 55 .. 5500

草鱼 77 .. 5500 77 .. 5500

花蛤 22 .. 5500 22 .. 5500

全市稀有血型者将建全面通讯录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张牟幸子

通讯员 杨岩峰) 22日上午，滨
州市中心血站为全市稀有血型献血
者举行了联谊会，请他们对血站的建
设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并计划对全市
稀有血型者建立全面的通讯录。

来参加联谊会的稀有血型献血
者们共有五十人。许多稀有血型献
血者表示，希望可以建立纸质的通

讯录，这样以后用血或是联系时会
比较方便。市中心血站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从建站开始，滨州市现已累
计筛查出700余例稀有血型献血者，
但由于受到当时条件限制，没有建
立完整的档案，加之部分存档献血
者单位变动及联系方式的频繁变
更，导致稀有血型献血者流失较多。

“希望更多献血者(包括潜在

的稀有血型献血者)加入到献血队
伍中来，同时我们也会更加广泛地
开展免费验血型等公益服务活动，
从更多普通市民当中筛选稀有血
型拥有者。我们进行这次联谊会，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相
互认识交流，更好地保障稀有血型
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血站工作人员说。

滨州市民营企业协会换届通告
本报讯 滨州市民营企业

协会 (加挂滨州市中小企业协会
牌子 )是经市政府批准，由全市
民营企业自愿结成，经民政部门
核 准 登 记 的 全 市 社 团 法 人 。自
2 0 0 3年成立以来，在市委、市政
府的关怀下，在市经信委、市中
小企业局、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及
有关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在协会
全体会员的努力下，秉承“服务
发展，助力成长”的宗旨，充分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带领广大
会员企业创新发展，服务企业，
回报社会，在为会员务实服务和
加强协会自身建设方面，取得了
一 定 成 绩 ，社 会 影 响 力 不 断 提
高，为推动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根据《滨州市民营企业协会章
程》规定，第三届民营企业协会拟定
于2013年7月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
会。现予以通告，公开接受企业和个

人申请，详情请登陆中国中小企业山
东滨州网(http://bz.smesd.gov.cn),详
细了解滨州市民营企业协会章程、会
员条件及推荐办法。

滨州市民营企业协会，汇聚全
市优秀民营企业家，铸就事业辉煌
新篇章，热忱欢迎社会各行业的优
秀企业家踊跃加入！

协会秘书处联系人：董雪梅
董素芝；电话：2 2 1 5 2 3 6；邮箱：
bzmyxh@163 .com。

注销公告
滨州市金脉天成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经董事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李

宏伟、王星芬、崔洪彬、史宝顺组

成，请债权人于2013年6月25日(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公司营业执照注册

号：37160220000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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