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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今日聊城

17 日：晴，偏南风 2 ～ 3 级，9
～ 23℃
18 日：晴，偏南风 2 ～ 3 级，8
～ 23℃
19 日：晴转多云，偏南风 2 ～ 3
级，11 ～ 22℃

今日影讯

济南 晴 12 ～ 22℃

德州 晴 10 ～ 23℃

泰安 晴 7 ～ 24℃

菏泽 晴 11 ～ 24℃

青岛 晴 12 ～ 24℃

（张召旭)

鸡妈鸭仔(数字)
类型：动画/亲情
片长：90分钟 票价40元
场次：11：10

《五月天追梦》3D
类型：歌舞
片长：100分钟 票价60元
场次：17：35
黑客悲情(数字)
类型：剧情
片长：95分钟 票价40元
场次：14：30 18：00
一夜迷情(数字)
类型： 爱情/剧情
片长：90分钟 票价40元
场次：10：05 13：50 15：30 19：05

《白蛇传说》
类型：动作/爱情/魔幻
片长：100分钟 票价40元
场次：11：30 13：20 16：45 20：05

《画壁》
类型：动作/爱情/魔幻
片长：120分钟 票价40元
场次：14：45 18：55 21：35

《爱封了》
类型：爱情/喜剧
片长：95分钟 票价40元
场次：10：35 12：20 14：05 1 5 ：
50 19：20 21：05

《永无止境》
类型：剧情
片长：105分钟 票价40元
场次：10：50 11：50 14：50 17：10
20：45

《床下有人》
类型：惊悚
片长：90分钟 票价40元
场次：9：30 12：50 16：10 19：50《恋
爱恐慌症》
类型：爱情
片长：90分钟 票价40元
场次：10：20 12：00 13：40 15：20
17：00 18：45 20：25

鲁信影城聊城金鼎中心店提
供 (凌文秀 整理)

封二

周边

聊城

早在“4 元油价时代”创
立菱智MPV 品牌时，东风风
行就率先提出“绿色商务”理
念 ，推 出 大 型 绿 色 商 务
MPV ——— 菱智，该车一上市
便迅速成为 MPV 节油冠军
车型；两年前，风行又秉承该
理念，率先引入欧洲清洁柴
油动力，推出菱智柴油版车
型，凭借卓越的品质与领先
的 销 量 ， 跻 身 国 内 柴 油
MPV 市场前列。

在上半年“菱智惠商工
程”大获成功，广受赞誉的
基础上，东风风行乘胜追
击，又以菱智柴油版车型为
平台，创新性地推出“油耗
三包”活动，旨在将“绿色
低碳”的用车体验，普及到
传统“耗油大户”的大型商

务MPV 领域。
据悉，“油耗三包”活动

的具体内容为在一年半或 5
万公里之内，如客户测算自
己的菱智柴油版车型油耗超
过 7L/100km ，则会由4S 店
专业技术人员与消费者共同
完成油耗测试验证工作，验
证结果如确实超出，4S 店将
补偿超出部分油价。补偿方
式包括现金、加油卡、维修代
金券等，客户可以自由选择。

据了解，菱智柴油版搭
载的雷默动力涡轮增压 1.9T
发动机，采用德国博世电控
高压共轨燃油喷射技术及涡
轮增压中冷和四气门技术，
在提高动力输出的同时，也
提高了燃油经济性。 菱智
柴油版不仅动力强悍，节油

性能更是出众。该车型不仅
比同排量汽油机省油 30%-
4 0 % ，而且比同级别车型
11 . 5L/100km 的实际油耗低
4 . 4L/100km。更重要的是，
菱智柴油版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也比汽油机低 25%，进一
步缩减尾气对温室效应的影
响。

凭借优质的性能，包括
菱智柴油版在内的风行菱智
车型，不仅获得了广大中小
企业用户的追捧，也赢得了
车界专业人士的青睐。近日，
两获“亚洲最佳车手”奖及
“最佳华人车手”奖得主，被
国内媒体和同行誉为“中国
车王”的卢宁军，经过反复比
较和试驾，最终选择了菱智
车型！

普及清洁柴油技术 菱智倡导低碳出行

16 日，省科协、省教育厅
联合主办的“2011 年山东省青
少年科普报告百校行”走进聊
城实验中学。中宣部新闻阅评
组成员、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
委员会委员张继民根据亲身在
南北两极的探险经历，为东昌
府区 200 名中小学生讲述了南
北两极温度、动植物、冰山数
量、早期探险、矿产开采等十大
差异。 (陈洋洋 汪洋)

据市经信委统计，今年上
半年全市物流业增加值为
65 . 8 亿元(现价)，占全市上半
年GDP 比重的 7 .6%，占三产
比重的 25 . 7%。其中，社会物
流总额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
总额为3440 .6 亿元。

(刘铭)

大家好，我叫郎珂雯，家住城
区鼎舜花园，9 月 12 日过的一周
岁生日。

我是个特别活泼的女孩，每天
一起床就不停地动来动去，一会儿
也不闲着。经常在沙发、床、小凳子
上爬上爬下，时常吓妈妈一跳。我
还特爱说话，总拿妈妈的手机给爸
爸打电话，嘴里念念有词，虽然爸
爸妈妈都听不懂，但只要我明白就
行了。小孩子的世界大人怎么会懂
呢？

我学东西特别快，现在认识
图书上的好多蔬菜水果和动物
呢，一些内容教我两遍就能学会，
妈妈常夸我是个聪明的宝宝。

父母寄语：宝贝，你是我们生
命中的天使，希望你永远开心快
乐。

宝贝郎珂雯———

爬上爬下，常吓妈妈一跳

祥光铜业一工程实验室跻身省级

本报聊城 10 月 16 日讯(记
者 刘铭) 记者从市发改委获
悉，阳谷祥光铜业有限公司铜冶

炼清洁生产与综合利用工程实
验室，日前被省发改委列入第三
批省级工程实验室名单。

该 实 验 室 计 划 总 投 资
3010 . 2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890 . 34 万元，主要建设铜冶炼
清洁生产、综合利用省级工程实

验室，新增总建筑面积 8000 余
平方米，购置设备 185 台(套)。实
验室建成投入使用后，祥光铜业
可年新增高纯碲、二氧化硒、精
硒、精铋、电铅等 15 种产品共计
252 吨，年新增产品及回收资源
的销售收入14083 .72 万元。

日前，省工商局发布省著
名商标认定公告，聊城有久
信、东鼎、华涛、信乐、赖茆
等 5 件商标被认定为省著名商
标。至此，全市省著名商标达
到 75件。

今年以来，聊城工商系统

把大力推进实施商标战略列为
工商部门服务全市经济发展的
工作重点，明确商标培育发展
的任务、目标和保障措施，大
力引导企业注册、使用、培
育、保护商标，深入开展争创
驰、著名商标活动，取得积极

成效，全市注册商标总量及驰
(著)名商标培育等工作均实现新
突破。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中国
驰名商标 14件，省著名商标 75
件，注册商标总量达 7000 多
件。 (刘金旺)

新增五件省著名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