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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大观峰

两两千千多多个个邮邮政政便便民民服服务务站站建建成成
方便3560个行政村，缴话费、电费、代购火车票不用走远

特种邮票《浴马图》
能到这些地方买

本泰安2月26日讯(记者 赵
苏炜) 26日，记者从泰安市集邮
公司了解到，《浴马图》特种邮票
于3月1日上午，在青年路营业厅
和新泰、肥城、宁阳、东平集邮营
业厅同时举办首发活动。

3月1日，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将发行传统古画题材《浴马
图》特种邮票，这是2014年继甲
午年之后发行的第二套以马为
主题的邮票。

泰安市集邮公司于3月1日
上午在青年路营业厅和新泰、肥
城、宁阳、东平集邮营业厅同时
举办《浴马图》特种邮票首发活
动，欢迎广大集邮爱好者光临！

届时将集中销售《赤电神
驹》邮册套装，全省限量500套，
内含《甲午年》、《浴马图》大版及
小型张等珍稀邮票和2013年高
端年册！中国集邮总公司的精彩
邮品，现场还将举行抽奖活动。

活动当天，凡属马的客户，
现场购买邮品累计666元，凭本
人身份证可领取精美生肖邮品
一份！
咨询电话：
泰安青年路营业厅8538707

新泰集邮营业厅7252639

肥城集邮营业厅3210889

宁阳集邮营业厅5620800

东平集邮营业厅2858366

疑难复杂信访案件
法院全将公开听证

本报泰安2月26日讯(记者
侯峰) 全市法院工作会议26

日召开，2014年全市法院将继续
推进司法公开，符合条件的申
请再审案件、疑难复杂信访案
件等今年一律公开听证。

“推进司法公开是今年“三
公”创建的重中之重。”26日,泰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旭光
在全市法院工作会议上说。会
上了解，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再
审案件、疑难复杂信访案件、执
行案件中涉及当事人重大权益
的事项以及需要听证的司法赔

偿案件一律依法公开听证，最
大限度压缩暗箱操作的空间。

重点关注市民“讼累”、“跑
累”等问题，明确加大司法便民
的力度，将开通诉讼绿色通道，
对涉及儿童、妇女、老人、残疾
人和涉农民工、失地农民等弱
势群体、困难群体的案件，快立
快审快执。

对反映强烈的“执行难”，
泰安两级法院将充分利用强制
执行措施，加大对拒不履行义
务被执行人的制裁和惩戒力
度。

缴费、取款、买票和用邮

家门口一站式解决

近期，肥城边院大武村一
家超市加盟了邮政便民服务
站，既可以缴纳话费、电费，还
能购买火车票，实时取款，就连
村民的“新农保”补贴，也可以
直接在便民站领取了。

村里上了岁数的王女士
说：“以前想取新农保补贴很麻
烦，还要托人去镇上，我腿脚不
好，便民站离我家很近，走几步
就到了，这下比以前方便多
了。”

在肥城边院镇务农的王利
说：“这些便民服务都集中在村
里的超市，确实方便，农村不比
城市，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集
中，在我们这边，找个银行骑摩
托车要半小时，现在有了这样
的便利店，真觉得生活水平提
高了。”

邮政便民服务站于2013年
1月份启动，通过对加盟站点服
务项目系统安装、服务器配备
以及互联网连接等设备和技术
投入，逐步搭建起了功能丰富
的邮政便民服务网络。

便民服务站涉及城市各社
区、街道、学校、商超、手机店和
邮政报刊亭，农村行政村中小
超市、三农服务站、供销社等领

域，开通了移动、电信、联通、电
力等缴费服务，火车票、飞机票
订票服务，农村“新农保”、助农
取款、小额资金存取、转账服
务，农资产品配送代销服务等，
极大方便了百姓生活，让百姓
足不出户享受优质服务，真正
实现“一站解决千般事、便捷就
在家门口”，得到广大群众、合
作企业、众多商户的认可和好
评，成为助力政府推动服务民
生工程和创新惠民项目的新阵
地。

两千余便民服务站

五个板块服务村民

目前便民服务站累计达到
2182个，服务全市3560个行政
村，行政村覆盖率达到61 . 29%。
邮政便民站拓展服务领域，形
成了“缴费通、票务通、邮政通、
商品通、金融通”五大服务板
块。

缴费通主要提供代收移
动、联通、电信话费以及电费、

水费、热力暖气费等服务，解决
群众缴费难的问题；票务通主
要提供代售航空机票、火车票、
长途汽车票、旅游年票、一卡
通、演出票等服务，解决百姓购
票难的问题；邮政通主要开展
代订报刊、代投报刊信件等服
务，解决用户订报用邮难的问
题；商品通主要是配送代销酒
水、农资等服务，解决农民购买
放心农资难的问题；金融通主
要是办理助农取款、小额资金
查询、转账等服务，解决农村用
户取款难的问题。

“我家的超市虽然营业面
积不大，就是个简单的小百货
门市部，但是加盟了便民服务
站以后，丰富了超市的服务功
能，附近百姓就近到我这里办
理日常缴费、取款、订票这些
事情，非常方便。超市现在每
天客源不断，生意兴隆，来办
业务的客户也习惯购买我家
超市的商品。给我带来实实在
在的收益，同时给邻里乡亲增
添便利，真是好。”省庄便民站
王女士说。

本报泰安2月26日讯(记者
路伟) 26日，泰城多日不散

的雾霾赶上了阴天，把蓝天挡
得挺严实。根据省环保厅官方
微博发布的消息，26日泰安空气
能见度仅为7 . 5km。27日，将迎来
小雨天气，雾霾天或仍将持续。

持续多日的雾霾天一直没
有减弱的势头。26日上午，从东
岳大街往北看，泰山变得“云雾
缭绕”，阳光也变得“不给力”，
一整天都没穿透云层和雾霾。

“雾霾天这么久了，今天还没太
阳，一出门就觉得堵得慌，再一
阴天显得更压抑了。”家住志高
国际的乔女士说。

26日，省环保厅官方网站
发布17城市能见度情况排名，
泰安能见度仅为7 . 5km，离“蓝
天白云，繁星闪烁”的标准还有
不小差距。

26日下午，泰安市气象台
发布天气预报，27日阴天仍将
持续，市民出门还会遭遇雾霾

天，同时，27日和28日，可能会
迎来降雨天气。“真该下场雨，
好好洗洗这乌糟糟的空气了。”
升平小区居民杨女士说。

未来3天，具体天气预报
为，27日，阴有小雨转多云，有
霾或轻雾，南风2-3级转东北风
3-4级，最低气温6℃左右。28

日，多云间阴，局部有小雨，东
到东北风3-4级，最低气温1℃
左右。3月1日，多云，东北风2-3

级，最低气温1℃左右。

今今天天要要来来阵阵小小雨雨
雾霾走不走不好说

本报记者 赵苏炜

26日，从泰安市邮政
局了解，近期，泰安邮政
将继续深化便民利民，服
务三农工程，目前已建成
邮政便民服务站2182个。

群众在便民服务站领取新农保补贴。

2 . 27影讯

圣大影城

《爸爸去哪儿》 片长90分钟 票价

40元 17:15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3D 片长110

分钟 票价50元 10:40 16:15 20:35

《熊出没之夺宝熊兵》3D 片长95分

钟 票价50元 12:30 18:10

《冰雪奇缘》3D 片长100分钟 票

价50元 18:50

《北京爱情故事》片长120分钟 票

价40元 10:30 15:15 19:50

《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3D

片长155分钟 票价50元 10:25 12:

35 14:10 16:50 19:30

《谁说我们不会爱》 片长90分钟

票价40元 13:05

《澳门风云》 片长90分钟 票价40

元 14:40 21:50

《前任攻略》 片长105分钟 票价

40元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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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5555

微信：SDYC866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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