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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宝 贝 聊 天
大家好我叫李坤悦，爸爸妈妈都喜欢叫我坤悦，我出生于公历2013

年10月16，农历2013年9月12日，我出生时身高50厘米，体重3 . 4千克，在
爸爸妈妈的悉心照料下我现在已经身高66厘米，体重7 . 6千克了，我要快
快乐乐地长大，成为爸爸妈妈的贴心小棉袄。
13日 星期四 晴转多云 1℃~15℃ 北风转南风3级
14日 星期五 晴转多云 4℃~19℃ 南风3级
15日 星期六 多云 6℃~20℃ 南风3级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毛衣类

风衣、大衣、夹大衣、外套、毛衣、毛套装、西服套装、薄棉外套
感冒指数：易发期
天气很凉，季节转换的气候，慎重增加衣服；较易引起感冒；

运动指数：不适宜
虽然晴空万里，但是户外运动时会感到很凉；
紫外线指数：弱
紫外线弱
体感度指数：偏冷
大部分人群外出活动要戴薄手套、薄围巾和帽子。

今日莱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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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庆影视
现招摄像师、影视后

期、业务经理
拍摄制作电影、电视

剧，拍摄大型专题片，举办
大型演唱会及活动。

详情查看莱芜电影网。
电话：13666346933

中通速递
地址：文化南路102号
监督电话：1 5 8 6 3 4 0 5 7 7 7

富豪窗帘
地址：长勺南路72号(北方国贸
十字路口东南角)

泸州老窖
紫砂大曲

华夏名酒城
销售电话：8666333

艾米彩妆
造型工作室

电话：15163406956

地址：莱芜市石花园
文化市场东街北首

喜德盛锂电车
中国驰名商标 锂电第一品牌
地址：凤城东大街42号(老消防
队对过)洪都专卖店

百诺网络会所
欢迎您：

地址：文化南路38号
(老市医院对面二楼)

生发 养发
防脱发

章光101 40年全球公认

的生发养发品牌。产品主治：

斑秃、全秃、脂溢性脱发、皮

炎、头屑等。春季生发好季节，

欢迎您来店咨询！

地址：莱城区汶阳大街二

实小西50米路北

电话：0634-6238101

蔚蓝琴行
地址：山东省莱芜市实验
中学西80米

招聘修车学徒工
电话：0634-5868166

莱芜横店影城
观影热线：6317888

微 信 我 ：莱 芜 横 店
(lwhdyc)

地址：凤城西大街60

号(原济南人民商场)

仓库车间办
公室出租
紧邻火车站、24小时

保安、现有吕花园工业园

仓库200、400、600平米及多

间办公室对外招租。

联系人：王先生

15506347997

明仁眼镜
医学视网膜检影验光，准确把握散

光排除假性近视，还你持久舒适视

觉

地址：妇幼保健院对过西行50米

莱芜星光灿烂
影视策划制作中心

专业摄影电视专题

片，各种宣传片，微电

影，多媒体汇报片等。
联系电话：

15906347856

本报3月1 2日讯 (记者 郭
延冉 ) 1 2日，莱芜市工商局召
开3·15纪念活动联席会议。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2014年3·15纪念
活动实施方案》，市工商局、市消
协决定联合有关单位，在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前后一段时间内开
展一系列纪念活动，动员全社会
力量，共同营造和谐、健康、有序
的消费环境。

系列纪念活动包括已经开
展的家装博览会、新《消法》培
训班、消费维权宣传月暨名优
企业诚信宣传连展活动，和将
于1 5日当天在馨百超市前开展
的“ 3·1 5”宣传咨询服务活动、
将于 2 2日 - 2 3日在会展中心开
展 的《 家 用 汽 车 产 品 修 理 、更
换、退货责任规定》培训暨家用
轿车展览会等。

同时，莱芜市消费者协会发
出面向全市招募3·1 5消费维权
志愿者的通知。报名者需符合自
觉接受市消协指导、积极参与市
消协开展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工作、具备一定技术专长和
热心消费者保护事业等条件，履
行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有关消费维权法律法规，收集违
法经营行为和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案件信息并及时向消协
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反映，参与
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的
调查、调解、诉讼等义务，并拥了
解市消协工作情况，对其进行监
督，参与市消协组织的社会活动
等权利。

有意向成为3·1 5志愿者的
市民可登陆莱芜消费维权网，下
载并填写《莱芜市3·15志愿者申

请信息登记表》，书面向市消协
提交或以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制
定 报 名 邮 箱 ( s d l w s x x @
163 .com)。初审录用志愿者将由
市消协组织集中培训，并办理注
册备案手续。报名自即日起截止
到7月12日。记者了解到，自去年
开始招募3·15志愿者以来，全市
共有200余名市民加入到了3·15

志愿者的行列。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于鹏
飞 通讯员 孟庆超) 为推进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
展，更好地满足大项目企业对用
工的需求，促进企业发展，近日，
莱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
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深
入开展了大项目用工“一对一”专
项服务活动。

记者了解到，市人社局以投
资过亿元大项目企业，重点是
2013年已投产的150家大项目企业
和2014年陆续投产的大项目企业
为服务对象，抽调骨干力量担任
用工服务联络员，采取“一对一”
服务的方式，逐一与大项目企业
对接，准确摸清企业用工数量、用
工时间、用工工种、技能培训需求
及高层次人才需求等基本情况，
建立大项目企业用工需求台账，
并根据企业需求，全程提供用工
信息发布、用工招聘、岗前培训、
人才引进、扶持政策落实等服务。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郭延
冉) 随着气温回升，春耕生产和
春季旅游进入旺季以及农事用
火、旅游用火的叠加，野外用火集
中、火险等级高，防火形势居高不
下。12日，记者从莱芜市森林公安
局莱城区分局获悉，为及时消除
森林火灾隐患，结合莱芜市森林
公安局正在开展的严厉打击野外
违法用火专项行动，莱城区分局
开展为期两个月(2014年3月10日-
5月10日)的严厉打击野外违规用
火专项治理暨“禁火卫林”行动。

为确保这一专项行动落到实
处，莱城森林公安分局特成立专
项活动领导小组。由莱城区分局
民警采取分片包镇(街道)、林区、
景区的方式，由各镇(街道)林业站
站长、护林员配合，通过不间断巡
查，对违反野外违规用火的行为
人进行现场制止、询问、调查，并
依照《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条的
规定进行严厉处罚。重点打击各
镇(街道)、景区、林场森林范围内
或距林区边缘500米范围内的野
外违规用火行为，杜绝人为因素
引发的森林火灾，达到“查处一
案，警示一方，教育一片”的目的。

工商局召开3·15纪念活动联席会

即即日日起起面面向向全全市市招招募募33··1155志志愿愿者者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于鹏
飞 通讯员 刘红) 近日，山东
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会议在
济南召开，会上对全省18个老科
协基地授予2013年度“山东省老
科协农业科技项目示范基地”称
号，莱芜市推荐的莱芜明利特色
蔬菜种植基地和莱芜紫光生态园
白花丹参种植基地受到表彰，分
获奖金1万元。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老科协
农业科技项目示范基地是由省老
科协设立和组织专家评审的一项
荣誉，每年评选一次，重点表彰由
各级老科协会员参与创办和经营
管理的农业科技项目示范基地，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老科协会
员的作用，积极投身服务“三农”
事业，辐射带动广大群众致富。

森林公安开展

“禁火卫林”行动

莱芜老科协基地

获评省级示范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程凌
润 通讯员 冯刚) 记者从花园
学校获悉，该校21名教师经过教
师自荐、学校审查考核等环节被
确定为学科名师，并成立了名师
工作室，从而发挥名师示范带动
作用，推动新教育发展。

花园学校学科名师的职责是
“立足于个人专业发展，致力于课
堂教学研究，积极进行学科课程的
深度开发，帮助青年教师成长”，21

名学科名师每学年培养青年教师
至少1名，听课指导不少于10节，且
所培养的教师有明显的进步，同时
他们要积极参与学科建设，指导集
体备课活动，承担学科培训任务，
带头进行教学课堂改革。

据介绍，花园学校将在校园
网上开辟名师工作室，定期上传
文章，每学年完成教育随笔至少5

篇；每学年在“名师课堂”、“名师
专题讲座”、“名师沙龙”等活动
中，主动提供示范课或教育教学
专题讲座。

21名教师组建

名师工作室

莱芜大项目用工

“一对一”服务

声明
山东省莱芜市房地产企业预

收款收据收据联现已丢失，失主
郭靖，收据号00001061，贷款金额
34万，贷款购房所在地址莱芜世
纪城1号楼1单元11层1101室，特此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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