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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大观峰

9 . 25影讯

先锋影城

《5月天诺亚方舟》3D

片长114分 票价60元
10:20 14:30 17:10 19:50

《极速蜗牛》3D

片长96分 票价60元
10:00 12:30 16:50 18:50

《非常幸运》片长115分 票价50元
10:40 12:50 15:00 16:30 19:20 20:30

《全民目击》
片长119分 票价50元
11:00 13:30 15:50 18:00 20:20

《蓝精灵2》3D片长105分 票价60元
13:10 15:30 18:20

《金刚王·死亡救赎》
片长115分 票价50元 09:40 16:10

《一座城池》
片长100分 票价50元 14:10 18:30

《帝国秘符》

片长93分 票价50元 12:00 21:00

《极乐空间》片长109分 票价50元
11:20 13:50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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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天诺亚方舟》3D

片长115分 票价60 13:00 17:40

★《非常幸运》
片长115分钟 票价50
11:30 13:40 15:50 18:00 20:10 21:20

★《全民目击》片长120分 票价50元
10:00 12:10 14:20 16:30 18:40 20:50

★《金刚王》片长115分 票价50元
09:40 11:50 14:00 16:10 18:20 20:30

★《蓝精灵2》3D片长105分 票价60元
11:10 15:10 17:20 19:20

★《极速蜗牛》3D

片长95分 票价60元 09:20 13:20

★《极乐空间》片长110分 票价50元
10:50 15:30 19:50

◆奥莱影城护照第一批开始限量发
售！第一批办理的顾客将会盖一个

护照首发章，影城前台办理进行中！
办理规则：
1、30元购买。
2、会员卡500积分+10元换购。
3、两张集章卡共集齐五个不同的章
可换领(截止至9月30日)。
4、贵宾卡一次充值500元可获赠送
一本。
5、单张会员卡积分1000分以上的会
员即可1积分申领。
◆中秋滴月饼小伙伴们都吃腻了
吧，来奥莱影城送彩票啦！
★购买任意套餐+1积分 送5元刮
刮乐一张！
★购买任意卖品(面巾纸除外)+1积
分 送2元刮刮乐一张！限量1000

张！(此活动仅限贵宾卡)

★活动时间：9月19日至9月22日
详询：6119898

◆更多影讯和活动请关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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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大电影城

《极速蜗牛》3D

片长90分 票价50元 19:00

《非常幸运》片长100分 票价40元
09:50 11:40 13:30 15:20 17:10 19:45

《全民目击》片长105分 票价40元
10:15 12:15 14:15 18:10 20:10

《蓝精灵2》3D

片长100分 票价50元 18:00

《5月天诺亚方舟》3D

片长110分 票价60元 16:15

《穿越火线》
片长95分 票价40元 09:15

《一座城池》片长95分 票价40元
11:05 14:40 16:20

《极乐空间》
片长100分 票价40元 21:35

《金刚王：死亡救赎》
片长110分 票价40元 12:45 20:35

圣大影城QQ群：225369063

地址：卜蜂莲花超市北门
影讯热线：8665555

影城招聘女员工
联系电话：18653825577(于经理)

七乐彩 第2013Q111期
01 02 08 18 19 21 29/26

23选5 第2013W260期
01 04 05 09 2

3D 第2013D260期 626

双色球 第2013S112期
01 06 12 13 22 31/07

(孙思荣)

排列三 第13260期 8 5 4

排列五 第13260期 8 5 4 2 4

七星彩 第13112期 6 3 0 7 3 1 8

（刘来）

快快递递企企业业旺旺季季不不得得停停收收停停投投
调费前需提前告知，并向社会公布

本报泰安9月24日讯(记者
侯峰) 24日，记者从泰安市邮政
管理局获悉，在国庆节及节后各
时期的快递旺季，全市各快递企
业不得擅自停收或停投快件(邮
件 )，上调资费应提前向用户说
明，并向社会公布。严重违纪者将
被吊销营业执照。

22日中午，山东农业大学门
口有近10家公司快递员在收发快
件，记者拿着装有不到1公斤的两
包卫生纱布询问一个快递员，从
泰安到济南需要多少钱，对方用
手提起包裹，简单估量重量后，开
口要价12元，并称低于12元绝对

不给运。记者随后来到10米远的
一处固定快递接收点，工作人员
询问寄件是否到济南城区，并进
行称重，在征得记者同意后加上
了包装，总共仅要价8元。

不仅是快递员漫天要价，在
快递行业延误发送、毁损物品等
问题一直饱受诟病，在快递旺季
更是问题多发季。根据泰安市邮
政管理局的统计，除去消费者到
快递企业客服的投诉等，7月份泰
安市反馈到山东省申诉中心的投
诉有23件。在泰安市邮政管理局
检查中，还发现了未悬挂经营许
可证、未摆放价位表、持证上岗快

递员比例不足、消防安全措施不
到位等问题。

24日，泰安市邮政管理局召
开全市快递业旺季服务保障暨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特别对国庆节
及节后各时期快递业务旺季保障
工作进行了部署，将进一步加强
监管监督，严重违纪者将被吊销
营业执照。

根据规定，快递企业的生产
运行调度指挥中心在业务旺季应
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实行自下
而上的信息报告制度，掌握全网
生产运行动态，及时调配生产资
源，处置突发情况，确保全程全网

生产运行稳定。
快递业务旺季期间，快递企

业在每个开办业务的城市应持续
提供快件(邮件)收寄和投递服务，
不得擅自停收或停投快件(邮件)。
因特殊原因，快递企业需暂停经
营服务的(包括关闭网络、停开网
络班车、停止收寄或停止投递等
情况)，应向所在地邮政管理部门
提交书面报告，并按照规定妥善
处理好未投递的快件(邮件)。

快递企业服务地点、服务时
间、服务范围、服务方式、快件(邮
件)时限、查询投诉方式等发生变
更时，要通过大众媒介或企业网

站、对外营业服务场所向消费者
公告，同时说明原因，做好宣传解
释工作。

对于因成本增加确需上调资
费，或者为提供法定节假日快递
增值服务而需要另行收费的，应
提前向用户说明，并向社会公布。

在旺季期间，快递企业应适
当增加客服人员，及时提供快件
(邮件 )跟踪查询和投诉受理服
务。对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受理中
心交办的申诉事项应及时处理并
回复。

全市各快递企业有关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

本报泰安9月24日讯(记者
赵兴超 通讯员 孙伟 )

24日起，泰安市工商局泰山分
局对城区各大批发、农贸市场
和商超、食品店地毯式检查。当
天，在五马市场、益华百货等
地，查处三无茶叶等三无产品
若干，查扣废旧输液瓶装香油。

24日早上7点，泰山区工商
分局工作人员就已经在五马批
发市场检查商户出售商品相关
手续、产品质量。在肉类区，一
处批发猪肉的商贩只能拿出肉
类零售的手续，工商人员要求
其从厂家拿到检验检疫手续

后，马上到工商部门登记备案。
在一家出售香油、麻汁的摊位，
六瓶待售的香油竟用早已明令
禁止的医用废旧输液瓶灌装，
现场六瓶香油全部查扣。

在徐家楼益华百货超市
内，工商人员发现一处茶叶专
柜多款茶叶缺乏生产日期、保
质期和厂家，有的甚至属于三
无产品。如一款大红袍茶叶，只
有重量和品名。一款绿茶没有
厂家信息、批号、生产日期，只
写着保质期两年。工商人员现
场查扣所有三无茶叶，当场封
存带走，要求店主到工商部门

提供手续及相关购销材料。
随后，工商部门还针对月

饼退市问题，对各大商场、食品
业户所经营的月饼撤架、退回
厂家等情况进行监督，防止商
家把过期月饼改头换面继续销
售。泰安市工商局泰山分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李深军表示，此
次专项整治将持续到“十一”节
前，切实保障市民节日消费安
全。24日当天，共检查泰城市场
8 处 、商 场 超 市 1 3 0 余 家 ，无
“QS”认证标识凉皮31袋，三无
茶叶107袋，以及部分无中文标
识的进口洋酒、过期食品等。

本报泰安9月24日讯(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王晓东)
24日，作为泰城东部入口的

泰新路目前已完成基层施工，
工程按照城市主干道的标准
设计，双向四车道，10月中旬
主体工程建成通车。

24日上午，在泰新路与泮
河大街交界处，几名工人正在
往钢筋上铺设沥青。“原先泰
新路被轧都是坑，道路上的邱
家店大桥和十里河桥都是危
桥。”泰安市公路局养护科副
科长禹文明说，泰新路拓宽改

造工程西起外环路、东至济临
路，全长7 . 3公里。全线采用城
市主干道标准设计，主路面宽
22 . 5米，两侧各设2 . 5米人行
道、3米绿化带，全线共有大中
桥各1座，管涵47座。

24日上午11点，在泰新路
卸甲河大桥施工现场，十几名
工人正在打磨钢筋，过往车辆
都是通过北侧的小路经过大
桥。“这大桥原先是一个拱桥，
建成有四五十年了，今年5月
份开始拆除重建，新桥长16米
桥底有6个孔。”禹科长说，大
桥也将在10月份完工，不耽误
主体工程10月中旬建成通车。

泰安市公路局养护科副

科长禹文明介绍，截至目前，
路基和管涵已全部完成，十里
河中桥完工，卸甲河大桥完成
预制板吊装。全线路面垫层、

底基层、上下基层、透层、封层
全部完成。人行道、路灯、绿化
等附属设施已进入招投标程
序，预计9月下旬开工建设。

泰泰新新路路拓拓宽宽后后下下月月通通车车
双向四车道，原来两座危桥已重建

工商部门节前查市场、商场

废废旧旧输输液液瓶瓶装装香香油油，，一一律律查查扣扣
本报泰安9月24日讯 (记者

王世腾 通讯员 梁军 马香玉 )

即日起，因南湖大街与南关路交
叉路口处铺设管道，道路全面封闭
施，5路、12路、24路三条线路将临
时调整。5路车取消10个公交站点，
12路取消6个站点，24路取消8个公
交站点。

线路调整后，5路公交车由北
向南行驶至老汽车站后，不再左拐
至灵山大街，而是沿龙潭路向南直
行至泮河大街，再东行至南关路，
然后沿南关路向南恢复原线路运
行。线路调整后，5路车将不再走灌
庄、仁博医药公司、水泵厂、南关南
路、丰柔皮革集团、南关、岱岳区供
电局、南湖公园、惠普建工、蒿里山
这十个公交站点。

12路车由西向东沿灵山大街
运行至南关路路口后，不再右拐至
南关路运行，而是沿灵山大街向东
直行至温泉路，再南行至泮河大
街，沿泮河大街西行至徂徕路后，
向南恢复原线路运行。线路调整
后，12路车不再走南关、丰柔皮革
集团、南关加油站、施家结庄南段、
宁家结庄、宁结新村这六个站点。

24路西环线车辆由北向南运
行至校场街南段后，不再向南沿南
湖大街运行，而是右拐至灵山大
街，沿灵山大街东行至花园路恢复
原线路运行。24路东环线车辆与西
环线车辆运行线路相同，方向相
反。线路调整后，24路不再走九州
家园、旧镇、南湖公园、南关路口、
迎春学校、迎春小区、韩家结庄新
村、温泉路南站这八个公交站点。
据了解，该路段施工时间暂不确
定。待该路段具备通行条件后，5

路、12路、24路将立即恢复原线路
运行。

5路、12路、24路

临时调整线路

泰新路东头正在铺设沥青。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工商人员查处医用废弃
物盛装香油。 本报记者 赵
兴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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