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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收藏向来讲究的是“藏头不藏尾，藏全不
藏散”，随着第一轮最后一枚生肖马币的发
行，首套生肖题材的流通纪念币完美地画上
了句号，成为真真正正的“大全套”。受此影
响，广大收藏爱好者纷纷表示：12枚纪念币一

次集齐是真真正正的大全套，现在入手正当
时，原始发行，原始收藏，以小钱换大钱，不要
让昨日的遗憾再次上演！

“领头羊，压轴马，12生肖历时12年终于组成
生肖全家福”。已购2套的孙老师说：“生肖属相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买2套给孩子留个念想。再
说一年只发1枚，自己集齐得花费12年的时间，有
时间也没那精力，现在买的是大全套，早买早赚
嘛！再说全国仅仅一万套，不升值都难！”

逢一必涨，这是收藏铁律。发行人员介绍
说：“马年纪念币发行当天便暴涨30多倍，就
是因为第一轮的“收官币”，而第一次集齐的
第一轮生肖大全套升值幅度有望赶超第一轮
生肖邮票，毕竟纪念币往往形成一枚涨枚枚
都要涨的行情，马上有钱是板上钉钉的事。”
原始发行价1580元/套,泰安市唯一发行地址 :

泰安市红门路16号至尊泰山玉收藏门店。

抢藏热线：0538-5895262
(全市可办理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央行首轮十二生肖纪念币大全火爆热销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生肖纪念币大全

错过了80年猴票8分涨至1 . 2万元的的财富机会；错过了08年10元奥运纪念钞暴涨600倍
的升值奇迹；历时12年才能集齐的12生肖纪念币原始收藏机会也仅有1次

全套含国家发行所有生肖流通纪念币，整
体呈金黄色，金光灿灿。

1 . 8影讯

横店影城

《警察故事2013》3D

片长110分 票价60元
10:10 12:10 14:10 16:15 18:20
19:25 20:25 21:30 22:30

《史前怪兽》3D

片长90分 票价60元
10:50 12:35 14:20 16:00 17:40

《安德的游戏》
片长115分 票价50元 10:30 12:
25 14:35 16:40 18:45 20:50

《私人定制》
片长115分 票价50元 10:40 12:

50 15:00 17:05 19:10 21:15

《救火英雄》
片长115分 票价50元
11:30 13:35 18:00 20:05 22:10

《圣杯神器:骸骨之城》
片长130分 票价50元
15:40 17:15 19:35 21:55

《等风来》 片长110分钟 票价50

元 11:15 13:15 15:15

元月份优惠活动：
1、元月份预存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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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i p除
外、限价片需补足差价)
2、会员购买卖品食品，享受8 . 8折
优惠！
3、会员通过横店手机APP客户端

购票，每周三、周四畅享18元2D、
3D通看(vip厅除外)

地址：宝龙城市广场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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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7639052

圣大影城

《警察故事2013》3D

片长105分 票价50元
11:20 13:15 15:10 19:00

《私人定制》片长120分 票价50元
10:30 14:15 16:15 18:15 20:15

《史前怪兽》3D

片长85分 票价50元 09:50

《等风来》
片长105分 票价40元 12:30

《圣杯神器：骸骨之城》
片长125分 票价40元 21:25

《风暴》3D

片长105分 票价50元 20:55

《安德的游戏》
片长110分 票价40元
09:55 13:45 15:40 17:35 19:30

《救火英雄》片长110分 票价40元
11:50 17:05

圣大影城QQ群：225369063

地址：市政府广场南侧(卜蜂莲花
超市北门)

影 讯 热 线 ：8 6 6 5 5 5 5 微 信 ：
SDYC8665555

七星彩 第14003期
4 9 5 6 1 7 5

排列3 第14007期 4 2 4

排列5 第14007期 4 2 4 8 0

（孙静波）

双色球 第2014003期
06 10 11 28 30 33+12

3D 第2014007期 2 8 3
23选5 第2014W007期

5 11 13 17 18

（孙静波）

李洪峰参加政协民主党派联组讨论时强调

发发挥挥人人才才智智力力优优势势 推推进进富富民民强强市市
本报泰安1月7日讯(记者 梁敏

侯峰 通讯员 孙文献) 7日下
午，泰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洪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白
玉翠等市领导出席市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的民主党派联组，与委员们
一起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在讨论中，张春庆、王宏、苏雪
峰等委员围绕尽快建立基层农业土
地流转服务机构、促进电子商务与
物流协同发展、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等方面提出贴切实际、富有创见的
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发言后，李洪峰说，各
民主党派的政协委员，自觉维护和
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牢把握
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发挥优势，围
绕中心议政建言，提出了许多有分
量、有价值的提案和建议，做了很
多服务发展、服务社会的工作，在
社会上产生了很好反响，赢得了广
泛赞誉。

李洪峰指出，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符合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
体现了习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总体
要求，总结工作实事求是，部署任务
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贴近实际，是
科学务实、积极稳妥、其实可行的，
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是完全可以

实现的。
李洪峰强调，改革是今年工作

的重头戏，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凝聚
包括各级政协组织和民主党派在内
方方面面的力量。希望大家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全市改革发
展大局，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
凝聚到会议提出的目标任务上来，
形成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

和谐稳定的整体合力。要围绕全市
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多建言、
多谋策、多出力，进一步履行参政议
政、民主监督的职能。要身体力行地
直接参与全市各项改革建设事业，
多做推动发展、服务社会的工作，在
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更加突出的作
用，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干，
贡献力量。

本报泰安1月7日讯 (记者 赵
苏炜 ) 7日，丽景广场四楼分组讨
论会场外，记者采访了两位来泰安
投资的“华侨顾问”，她们均作为列
席成员首次参与2014年泰安两会。

赖品任是台商企业协会会长，
近几年她与泰安交集很多。“多年前
台湾投资多选择沿海城市，现在我
们瞄准内陆城市，比如肥城。我们在
那里建设了农业大基地，以种植瓜
果蔬菜为主，利用从台湾带来的微

生物土壤修复技术，产值逐步提
升。”赖品任说。

赖品任认为肥城环境好，有长
远发展空间，她希望不仅改变肥城
农业的发展，还从根本上改变农民
的种植观念。“虽然我们这些华侨顾
问都是第一次参加两会，但以后会
愈加关注泰安的发展。”赖品任说。

夏宗琼谈到泰安的大环境激动
地说：“我现在特别喜欢泰安，环境
好、空气好、人也好。”夏宗琼2009年

在美国华盛顿一次重要会议中，了
解到肥城后打算到肥城投资。

“我经常往返于美国和中国的
许多城市，越来越喜欢泰安，它没有
大城市的那种压力。现在，泰安通了
高铁，交通更加方便。”夏宗琼说。

夏宗琼这两年一直向国外投资
商推荐泰安，她曾说服过几位集团
老总，让他们了解泰安的发展势头，

“我愿意义务为泰安当招商引资
员。”夏宗琼说。

本报泰安1月7日讯
(记者 梁敏) “我觉得
泰安不但要扶持几个过
百亿的大企业，还要扶持
形成几百个过亿的小企
业。”7日下午，政协委员
分组讨论，经济一组的委
员张文全认为，市政府应
当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
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行政
审批程序，改善营商环
境。

张文全是泰安东义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的 董 事
长，他直言作为泰安人，
看到泰安市通过招商引
资吸引到外地的大集团
大企业入驻，自己心里
非常自豪。但他认为市
里还需加强对小企业的
扶持力度。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力争到2015年，主营业
务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
达到8家，过50亿元、30亿
元 的 企 业 户 数 明 显 增
加。’我希望同时也能扶
持几百个过亿元的小企
业发展起来。小企业不但
能解决就业问题，同样也
是纳税大户。很多我们这
样的中小企业纳税也达
到八九百万，差一点的也
有两三百万、三四百万
的，十几个小企业算起来
就相当于一个大企业了。
没有小企业的发展就没
有大企业。”张文全说。

说到企业发展，他还
认为法律规范还需要进
一步对中小企业“松绑”，
而目前的趋势却是对中
小企业进一步“捆绑”。

“举例而言，我之前在某

个区县买了块地，由于卖
地的时候一些企业没有
交完手续，导致我买了这
块地后还需要再去办理
手续，增加了很多麻烦。”
张文全说，应该简化审批
环节，提高办事效率，优
化营商环境。“我们不要
求和东莞相比，但泰安也
必须培养几个民营制造
业先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里，减少了一些招商引
资的内容，增加了民生和
城市建设的内容。我认为
城市建设管理也至关重
要，我昨天就说过，咱们
泰安的断头路应该好好
整治一下。泰明路到了光
明机械厂就断了，为什么
就不能通到南外环、高新
区、灵山大街是个老问题
了，万官路的修建也比较
缓慢。”他认为道路、交通
设施的完善，对提升泰安
的投资吸引力有着重要
作用，应该加快完善这方
面基础设施。

““华华侨侨顾顾问问””首首次次列列席席泰泰安安两两会会
“泰安环境好，我愿意当义务招商引资员”

政协委员张文全：

中小企业发展
更需政策扶植

泰安市政协委员张文
全。 本报记者 梁敏 摄

7日下午，李洪峰等市领导与委员们一起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通
讯员 孙文献 摄


	S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