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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树枝间百处交通标志要露脸
交警、园林部门昨天修剪二十余处，欢迎市民继续反映

本报泰安7月11日讯(记者
赵兴超) 近日，有市民因树

枝遮住禁行牌，误入机动车道
而被罚。城区各道路仍有近百
处交通标志被树枝遮挡。11日，
交警部门与园林部门配合，将
在今后三四天内，修剪城区遮
挡标志的树枝。第一天就修剪
了二十余处。

11日，本报以《树枝遮禁行
牌，开车过领罚单》为题，报道龙
潭路火车站桥洞东侧非机动车
道，机动车禁行标志被遮挡，有
市民误入后被交警处罚。11日上
午，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反
映，除该处遮挡外，城区仍有多
处标志牌被树枝树叶遮挡。

记者走访城区几条主要道
路。在龙潭路与文化路口，路西

综合禁令标志淹没在树枝中，
从哪个角度都没法看清。在青
年路实验学校门口，指路标志
牌也被一大簇树叶遮挡得严严
实实。在岱宗大街东都宾馆附
近，综合禁令标志同样被树枝
遮挡。

11日一大早，园林局环山路
管理所就派出高空作业车，针对
泰城各被遮挡交通标志进行清
理。上午10点半，在文化路作业
现场，工作人员升空至指示牌附
近，用带锯直接切除树枝。“刚入
夏就挡得这么严实了，现在修剪
还真及时。”附近居民李女士说。
环山路管理所所长孙强说，上午
已经修剪包括旧镇路口、虎山路
口等十多处地点。

交警部门对遮挡交通标志

的地点按照道路、路口做了详
细统计，交由园林部门。园林部
门在近三四天内，派出十多名

工作人员清除树枝。市民如果
发现未处理遮挡情况，可以向
园林部门或本报6982110反映。

7 . 12影讯

先锋影城

《重返地球》
片长 100分钟 票价50元
10:30 13:00 17:10 19:00 20:50

《天台爱情》
片长 117分钟 票价50元
9:40 12:20 15:00 17:00 19:20

《盲探》
片长 129分钟 票价50元
13:20 14:40 17:30 19:50

《小时代》
片长 116分钟 票价50元
11:00 13:50 16:00 18:20 20:30

《超人：钢铁之躯》3D

片长 143分钟 票价60元
10:00 12:40 15:20 20:00

《校花诡异事件》
片长 101分钟 票价50元
10:10 14:20 18:40

《赤警威龙》
片长 90分钟 票价50元
12:00 16:30

《咒丝》
片长90分 票价50元 21:00

《赛尔号3战神联盟》
片长100分钟 票价60元
10:20 15:40 18:10

地址：泰安市东岳大街81号
银座商城(中心店)6楼

影讯热线：8226607

奥莱影城

★《重返地球》10：30 12:20 14:10

16:00 17:00 17:50 19:40 20:40 21:30

★《天台爱情》 09:20 11:30 13:40
15:50 18：10 20:20

★《赛尔号大电影3之战神联盟》
10:50 12:50 15:00 18:50 16:40

★《赤警威龙》
10:00 13:50 17:40 19:30

★《校花诡异事件》
11:50 15:30 21:20

★《小时代》 09:40 14:20 21:00

★《盲探》 12:00 18:30

◆欢乐暑假尽在奥莱影城！即日
起到8月31日，凡是学生持2013年
6-8月印有学生票样的火车票以
及本人学生证，可到奥莱影城前
台兑换限时观影券一张。
◆奥莱影城第二季焦点小组会
议正式招募。为提高影城服务质
量，影城与本周日(14日)下午2:30

召开第二季焦点小组会议。只要
你是奥莱影城的忠实影迷，只要
你对影城的服务有自己的意见
和建议即可报名参加，确定参会
的焦点小组成员有丰富的礼品
哦！报名请拨打6119898

◆奥莱影城“幸运一把抓”活动
本周正式开始，每周末晚上由现
场某位影迷在本周所有电影副
券中抓出一把【影票副券】贴与
墙上，只要副券上的票号跟你手
中票根的编号对起来，就可获得
限时观影券一张。所以以后不要
随便丢掉票根咯。
◆更多影讯和活动请关注

微信号：Ao-lai

新浪微博：@泰安奥莱影城
◆影讯热线:0538-6119898
◆影迷QQ群：160216274

七乐彩 第2013Q079期
01 02 15 17 18 21 22/16

23选5 第2013W185期 03 10 14 18 21
3D 第2013D185期 916
双色球 第2013S080期

10 11 12 23 28 32/16
(孙思荣)

排列三 第13185期 2 8 6
排列五 第13185期 2 8 6 3 7

（刘来）

7月14日(周日)上午，齐鲁晚报联合房
产新干线网站推出商业地产看房专线。本
次看房线路：华新·新城商铺、峪龙佳苑微
客公寓、泰山国际汽配城、泰山国际采购
中心。

凡是报名参加看房车的朋友都可以
免费领取横店影城电影票或者提拉米苏
代金券。
集合时间：7月14日(周日)上午8：00

集合地点：市政府广场东路，规划展览馆
门前。
电话报名：0538—6982106 6118666
QQ群报名：群1-165610228；

群2-111906186；群3-120159256。
房产新干线网络报名：www.fcxgx.com

周日带您探四楼盘

本报泰安7月11日讯(记者
梁敏 通讯员 张强) 11

日，泰安市6部门联合各县市区
相关部门召开视频会议，组织
开展人事考试环境综合治理专
项行动。今年10月份之前将打
击十大涉考违法违规行为，维
护应试人员的合法权益。

此次市人社局、市经信委、
市公安局、市地税局、市工商
局、市国税局6部门联合展开的
专项治理行动，将打击窃取、倒
卖考试试题 (答案 )、制售假证
书、非法制作销售专用器材、非
法使用专用器材窃听和偷拍、

考试过程内外勾结泄露考试信
息、扰乱考点考场秩序、利用无
线电设备作弊、违法违规培训
等10大涉考违法犯罪行为。

在这次专项行动中，市人
社局将通过考试报名、资格审
查、考场现场查验等方式，对持
假学历证书、假资格证书、假身
份证获取考试资格或参加考试
的学生，进行严厉查处。公安部
门将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对通
过网站论坛、贴吧、博客、微博、
QQ群、飞信、微信等互动栏目，
或通过搜索引擎、社交网站及
其他信息传播渠道散发疑似试

题泄密、考试作弊、恶意炒作、
买卖试题等有害信息的，采取
措施封堵删除并视危害程度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依法惩处。

对培训机构、考试论坛、网
校等网站进行清理整顿，关停
涉嫌冒用人事考试机构网站名
称、网址，或与人事考试机构网
站名称、网址相近的违法网站。
关停打着“考试包(保)过”、“出
售真题”等口号进行虚假宣传
的非法网站，对存在无照经营、
越权经营等问题的网站进行处
罚或关停。

会上，泰安市公安局相关负

责人通报了近期查处的一个涉
考违法案件。“今年5月份，泰安
市公安局针对省人事考试中心
通报的‘网上出售省属事业单位
招聘工作人员考试试题和答案’
的相关侦查调查工作，摸排发现
了泰安市2名涉案人员的违法事
实，全部依法作出了处罚。”

据了解，自2011年以来，泰
安市共查获4起考试作弊案件，
抓获3人，收缴作弊器材200多
套。市地税局、工商局和国税局
也将查处涉及人事考试的培训
机构非法牟利、偷逃税等违法
行为。

六部门严查十大涉考违法

“考试包过”非法网站一律关停

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修剪树枝。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腾飞的山东华泰电缆有限公司
作为电线电缆领域的领先企

业，山东华泰电缆有限公司通过多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行业一颗璀璨
夺目的星星，不断实现跨越式的发
展和腾飞。

软硬件实力不断增强

引领行业发展

山东华泰电缆有限公司成立
于1996年3月，是一家集产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电线电缆民
营高新技术企业。有从事科研、生
产、销售、管理人员380多人，除了
在新泰高新技术产业园的生产基
地外，华泰电缆还在莱芜市莱钢设

有分公司，在国内设有多个销售区
域中心，并在各省设有省级销售管
理机构。

目前正在大力建设中的莱钢
分公司，位于莱芜市莱钢经济技术
开发区，占地200亩左右，莱钢分公
司将继续进行电线电缆的生产、销
售和研发。

技术体系化

从生产制造向服务制造升级

在电线电缆产业领域，华泰
在产品质量、技术储备等方面对
市场趋势、消费需求反应灵敏、动
作迅速。目前，华泰电缆已拥有1-

35KV交联聚乙烯电力电缆、聚氯
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塑料绝缘控
制电缆、1-10KV架空绝缘电缆、
铝绞线、钢芯铝绞线、聚氯乙烯绝
缘电线、通用橡套软电缆电线、电
焊机电缆等上万种规格型号的电
线电缆系列产品，产品横跨全国
各地。山东华泰电缆有限公司先
后取得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证书和中国国家强制性产
品CCC认证证书，并通过了国家
质量管理体系1S09001：2008认证
和国家环境管理体系1S014001：
2004认证；注册商标“华泰”牌荣
获山东省著名商标；“华泰”牌产
品被认定为山东名牌。

人才建设不断加强

打造华泰“聚才计划”

在人才梯队一端，华泰电缆在
技术研发、市场培育等方面拥有具
有战略眼光的专业团队。在生产研
发与营销的双翼支撑下，华泰电缆
目前拥有从事科研、生产、销售、管
理人员380多人，其中专业研发团队
100人左右。目前，华泰电缆与山东大
学等一流高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同时，华泰电缆通过“聚才工程”
吸纳了大量高新技术人才加入华
泰；同时，华泰每年通过校园招聘招
纳众多高校优秀学子，为华泰发展

添砖加瓦。

社会认可

实现全面腾飞

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华泰电缆
实力不断增强，获得了社会广泛认
可，企业品牌荣获“中国著名品牌”、

“山东名牌”、“山东省著名商标”、“全
国质量信得过品牌”、“中国信用企业
认证体系示范单位”、“全国AAA级诚
信企业”、“质量服务信誉AAA级企
业、“创新十家”、“模范职工之家”、“泰
安市创新型企业”等殊荣。

相信在未来，华泰电缆必会一
路高歌猛进，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和腾飞。

山东名牌
山东省著名商标

格市区天气

7月12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
间阴有雷阵雨。南风3～4级，雷雨时阵风7
级。最高气温：31℃左右。

7月13日，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
伴有雷电。南风3～4级，雷雨时阵风7级。
最高气温：29℃左右。

7月14日，多云间阴，局部有雷阵雨，
降水概率40%。偏东风3～4级。最高气温：
31℃左右。

格7月12日景区天气

南天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降水概
率60%，气温：19～22℃。

中天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降水概
率60%，气温：20～25℃。

桃花源：多云间阴有雷阵雨，降水概
率60%，气温：21～29℃。

后石坞：多云间阴有雷阵雨，降水概
率60%，气温：20～27℃。 （邢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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