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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电影半价

《猩球崛起》
类型：科幻/动作
片长：105 分钟 票价：25元
场次：10：05 10：40 12：00
12：35 13：50 14：45 15：50
16：35 17：45 18：35 20：30
21：15

《绿灯侠》3D
类型：动作/科幻
片长：110 分钟 票价：30元
场次：10：55 13：00 15：05
17：05 19：15

《密室之不可靠岸》
类型：悬疑/推理
片长：95分钟 票价：25元
场次：09：50 11：35 13：20
15：20 17：15 19：00 20：45

《恋爱恐慌症》
类型：爱情/喜剧
片长：90分钟 票价：20元
场次：09：30 12：50 16：20

《梦游》
类型：惊悚/恐怖
片长：105 分钟 票价：20元
场次：10：25 12：20 14：15
16：10 18：15 20：10

《幸福额度》
类型：爱情/喜剧
片长：95分钟 票价：20元
场次：11：10 14：30 18：00
19：50

鲁信影城聊城金鼎中心店
提供

(凌文秀 整理)

24 个项目获专项资金扶持
共计 3000 万元，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

今天（星期二）

晴转多云，早晨
有雾，南风 2 ～ 3 级，
10 ～ 20℃

明天（星期三）
多云，南风转北

风 2 ～ 3 级，10 ～
19℃

后天（星期四）
多云转小雨，北

风 2 ～ 3 级 ，1 2 ～
18℃

封二

（张召旭)

宝贝代新程———

刚过百天，开始认人啦
大家好，我叫代新程，是

来自冠县的小帅哥。前几天
过百天，爸爸妈妈特意带我
照了百天留念照片，瞧我穿
上新方格上衣帅吧！嘿嘿，只
不过拍照时流了口水。

我开始认人啦，昨天去
姥姥家玩，姥姥竟然没抱
我。我很不乐意，依依呀呀
地抗议，姥姥一看哈哈大笑，
赶紧抱起我，夸我跟她亲。

爸爸妈妈说我和别的孩
子不一样，从小就不爱哭，还
专门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
说我很健康，只不过是性格
比较要强，不爱哭罢了。

本报长期免费征集聊天宝
贝，应征宝贝可以聊聊发生在自
己身上或身边的小事情，尤其是
令自己感动、难忘或者是有趣的
事，字数控制在 200 字以内，加

上父母对自己的评价或寄语，一
起发给我们。

报名请登陆本报论坛(http：
//bbs.qlwb.com.cn/)今日聊城宝贝
聊天版块，上传应征宝贝照片及

个人小资料(姓名、出生日期、所
在幼儿园或学校、个人爱好、联
系电话等)，咨询热线 8451234。
报名者也可到麦道面包兴华东
路店或东昌东路店咨询报名。

免费征集聊天宝贝

记者 31 日从市人社局获
悉，今年全市已有 400 余人参
加了“金蓝领”培训项目，培训
结束后，进行了全省统一的考
核鉴定。

据介绍，聊城自 2006 年
开展的“金蓝领”项目培训，旨
在为企业生产一线培养高技
能人才。今年的培训计划是
200 人，人力部门结合企业对
所培训职业(工种)的实际需
要，增加新工艺、新技术、新材
料等课程，共有 400 余人参加
培训，学员培训后参加全省统
一考核鉴定。

(刘云菲 张华 黄玉生)

排列 3 第 11297 期中奖号码：
4、5、8
排列 5 第 11297 期中奖号码：
4、5、8、3、7
大乐透第 11128 期中奖号码前
区：03、04、06、11、13，后区：
01、02
12 选 2 第 11128 期中奖号码：
01、02
联网 22 选 5 第 11297 期中奖号
码：07、09、15、16、22
兑奖有效期为 60 天，逾期作弃
奖处理。

百大三联：活动首日送出冰箱10 余台
本报讯 10 月 29 日，百大

三联在我市四店联动提前狂掀
冬季送暖风暴，强力推出了“买
空调送冰箱 家电价低再送礼”
活动。记者当天在百大三联广场
见证了首台冰箱得主产生的整
个过程。

29 日上午 11：30 抽奖活动
正式开始，此时，在百大三联购
买空调的消费者已达四十余人，
按照“满十套送一台冰箱”的活
动规则，这些人按购机顺序分成
四组，每组产生一等奖，奖价值
2000 多元的三开门冰箱一台；二
等奖，奖精美餐具一套；三等奖，
奖空调机罩一个。百大三联的工
作人员，在全场数百观众的见证
下，将写着奖项的乒乓球置于抽

奖箱内，每组消费者按先后顺序
抽奖，第一组第一位抽奖的东昌
府区的付先生，幸运地抽得了本
次活的第一台冰箱，引得全场一
片哗然……在近半个小时的抽
奖过程中，另外三个组的孙女
士、刘先生、王女士先后抽得了
本次活动的大奖。

最后抽出大奖的王女士高
兴地对记者说，“没想到，真是
没想到，我们这次买的空调是为
女儿准备的嫁妆，真是喜上加
喜，不知说啥好了……”在众人
羡幕的眼光中，王女士一家人看
着百大工作人员交到他们手中
的冰箱一直笑得合不拢嘴。

据记者了解，在 29 日上午
这些买空调的消费者中，有一半

是为孩子置办婚嫁的，还有近三
分之一是为搬新家用的，还有一
部分是家里没暖气用来冬季取
暖的。这些消费者一致表示，现
在买空调最合算啦，一方面在
返季节购物，这时候空调价格
低，送货安装更及时；另一方
面，家电下乡及家电以旧换新
的惠民政策马上就要停止了，
现在买是争搭家电优惠的最后
一班车。

据统计，在上周末两天的抽
奖活动中，百大家电已送出冰箱
30 余台，活动仍在继续，买得
越多送得越多，现在行动的
话，还可以享受“补贴”后的
最低价。

（陈福来）

400 余人参加
“金蓝领”培训

本报聊城 10 月 31 日讯(记者
刘铭) 近期，全市有 24 个工

业项目将获得 3000 万元专项资
金重点扶持。

据介绍，为推动工业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根据市政府提出的

扶持重点和安排原则，有关部门
从市内外科研院所、高校及有关
单位抽取15 名专家组成评审组，
从产品技术水平、市场前景、企业
成长性等方面对各县(市、区)推
荐申报的 66 个项目进行了综合
评审，最终确定了24 个项目。

24 个重点扶持项目涵盖了
有色金属、新能源汽车、精细化
工、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战略性支柱产业。其中，有色金
属及其深加工项目 8 个，安排资
金 1220 万元；新能源汽车项目 3
个，安排资金640 万元；精细化工
项目3 个，安排资金400 万元；生
物医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新
能源等新兴产业项目 9 个，安排
资金 680 万元；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项目1 个，安排资金60 万元。

本报“海言阁”请您畅言
为给读者创造更广阔的发

言舞台，本报每周五推出的评
论版“海言阁”陆续开设的
“ 水 城 杂 谈 ” 、 “ 读 者 来
信”、“社区小喇叭”等栏目
读者均可参与，期待您的来
稿。

投稿要求：不限题材、体

裁，但要言之有物，短小隽
永，切忌泛泛而谈。

欢迎读者踊跃投稿。稿件
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为更好地与读者交流，本
报开通“齐鲁晚报 海言阁”
QQ 群和新浪微博。 QQ 群号
9608970 ，微博网址 http ：//

weibo.com/qlwblc ，欢迎喜欢评
论写作的读者加入。

投 稿 邮 箱 ： l c q l w b @
126 .com

寄信地址：聊城市区兴华
路和向阳路路口，古楼办事处 2
楼 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

联系电话： 8277257

“省青联委员爱心书屋”冠县揭牌
俩小学获赠 10 多万元学习用品

本报聊城 10 月 31 日讯(记
者 刘云菲 通讯员 钱鑫
石怀阁) 31 日，“青春导航”—
山东省青联委员公益行活动走
进冠县辛集乡齐庄小学、史庄小
学，捐赠了价值 10 余万元的电
脑、书籍、文体等用品和 1 万元

现金，“青春导航-山东省青联委
员爱心书屋”同时在学校揭牌。

据了解，“青春导航”系列行
动是省青联以服务青年成长发
展为着力点，组织实施的一项
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品牌工
程，内容主要包括“信念导

航”、“学习导航”、“创业
导航”和“成长导航”。此次
活动，由省青联部分委员共同
出资，共为两个学校捐赠了价
值 10 余万元的电脑、书籍、文
体等用品和 1 万元现金，筹建
了“山东省青联委员爱心书屋”。

高唐农信社

开通网上银行业务

近日，高唐农信社全面
开通网上银行业务，且费率
低、易操作，无论是企业或
个人客户，只要有一台联网
的电脑，即可办理国内各金
家融机构之间的转账汇兑业
务。 (赵建 宋洪雷)

运通公司做好

劳动合同续签工作

为加强企业的用工管理
工作，保障职工的合法权
益，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
运通公司积极做好劳动合同
续签工作。

此次劳动合同续签本着
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
则，严格按照集团公司文件
要求，组织职工本人认真填
写劳动合同文本，保证了劳
动合同签订的严肃性。

(周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