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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今日聊城

4 日影讯
《建党伟业》

片长 120 分钟 票价 50 元

场次：10：45 11：50 13：00

13：55 15：05 16：10 17：20

18：25 19：40 20：35

《财神客栈》

片长 100 分钟 票价 40 元

场次：10：30 12：20 14：10

15：55 17：40 19：25

《秋之白华》

片长 100 分钟 票价 40 元

场次：18：15

《湘江北去》

片长 110 分钟 票价 40 元

场次：21：35

《男得有爱》

片长 80 分钟 票价 40 元

场次：09：30 20：15

《终极快递》

片长 90 分钟 票价 40 元

场次：09：50 12：50 16：25

《雪花秘扇》

片长 100 分钟 票价 40 元

场次：11：00 14：40

《假装情侣》

片长 90 分钟 票价 40 元

场次：10：00 11：35 13：15

14：55 16：40 18：20 20：00

21：10

《功夫熊猫 2》3D

片长 90 分钟 票价 60 元

场次：10：15 13：40 17：05

《动物总动员》3D

片长 90 分钟 票价 50 元

场次：12：00 15：15 19：00

20：50

鲁信影城聊城金鼎中心
店提供 (凌文秀 整理)

4 日，多云转晴，北转南风 3

级，22 ～ 32℃

5 日，晴转多云，南风 2 ～ 3

级，23 ～ 33℃

6 日，多云转阴，南风 2 ～ 3

级，24 ～ 34℃

宝贝曹意晗———

雨一停天马上热起来

大家好，我叫曹意晗，小名

晗晗，家住聊城市农委家属院，

现在才 5 个多月大。

大家看照片就能知道我是

个爱笑的小姑娘，因为爱笑又胖

乎乎的，妈妈经常喊我“笑胖

妞”。出去玩时，周围的邻居可喜

欢我了，抱我时都会注意到我的

头发，很有个性的竖着长。我很

喜欢动，总想往前爬，可惜太胖

了爬不动。唉，该减肥了！

下雨天真不错，挺凉快的，

可惜结束了。天气预报说，4 日

白天多云转晴，温度开始回升，

最高气温 32℃，最低气温也有

22℃，好日子到头了。

征集启事
本报长期免费征集“聊天”

宝贝。可登录本报论坛(http://

bbs.qlwb.com.cn/)今日聊城宝贝

“聊天”版块报名，上传宝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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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销优惠力度大 市民买书热情高

他读书节上买 5000 多元书
本报聊城 7 月 3 日讯(记者

凌文秀) “品味经典·沐浴书

香———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聊城市第二届全民读书

节让市民过足了读书、买书的

瘾，2 日，趁着读书节展销图书

全部二到八折优惠，阳谷一位男

士一下子买了 5000 多元图书。

读书节迎来开幕后的第二

个周末，虽然天公不作美，两天
内阴雨连绵，但市民的读书热情

不减。3 日上午，百余名市民在

读书节现场读书，聚在养生类和

菜谱类书籍周围的市民最多。市

民陈女士是第 5 次来读书节了，

每次都会选几本书带回家。“老

公是出租车司机，平时工作很

累，买几本菜谱回家，学着多做

几个菜，犒劳他一下。”在读书节

上逛了 1 个多小时，陈女士带了

几本菜谱和脚底按摩的书回家。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阳谷来的一
位男士 2 日下午一下子买了

5000 多元的书籍。“说是个人收

藏，给家人、孩子们看。”

读书节自 6 月 25 日开幕，

持续到 7 月 24 日，活动时间是

每天的早 8 点至晚 9 点。工作人

员介绍说，晚上 9 点该关门了

还有很多人看书，有时得延续

到 10 点多才能关门。据了解，

活动开幕以来每天到读书节现

场读书选书的市民都很多，不
过由于最近天气炎热，白天去

看书的市民减少，晚上人数暴

涨。

本报聊城 7 月 3 日讯(记

者 刘铭) 记者 3 日从市节

能办了解到，全市市直机关

和事业单位节能检查工作启

动，从 4 日开始，检查组将

分别到各单位进行为期 5 天
的集中检查，以提高公共机

构节能意识。

据了解，检查内容主要
包括公共机构节能管理体系

建设、节能宣传和培训、节

能规划、能耗统计、节能制

度建设、节能管理工作、节

能监督检查、节能资金落实

等。检查组核实自评情况

后，向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领导小组汇报检查情况，同

时收集好的经验做法，总结

好的典型经验，进行通报表

彰。

市公共机构

检查节能

聊城

周边

济南 多云转晴 21 ～ 32℃

德州 多云转晴 23 ～ 33℃

泰安 阴转多云 19 ～ 32℃

菏泽 阴雨转多云 23 ～ 32℃

青岛 阵雨转多云 21 ～ 31℃

(谢晓丽)

鲁豫三市

地震应急协作

本报聊城 7 月 3 日讯(记

者 刘铭 通讯员 张子强)

记者从市地震局获悉，聊城

市地震局、菏泽市地震局、河南

濮阳市地震局近日举行鲁豫交

界三市地震应急联动协作区启

动仪式，鲁豫交界三市地震应

急联动协作区正式成立。

启动仪式上，3 市共同商

定建立地震应急区域协作联

动机制，研讨并签订了《鲁豫

交界三市地震应急联动协作

区章程》，鲁豫交界三市地震
应急联动协作区正式成立。地

震应急联动区将按照“区域划

分、属地为主、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分工协作”的原则，提高

地震应急救援水平，协同作好

聊(城)兰(考)断裂带突发地震
事件的应急工作。

除人民广场读书节活动现

场外，全市还有 13 个邮政局营

业网点参与读书节活动，市

民可以就近去看书。这 13 个

邮政局网点分别为：兴华东

路邮政营业厅、花园南路邮

政营业厅、开发区华山南路

邮政营业厅、东昌西路市邮

政营业厅、柳园南路大楼营

业厅、茌平新政路邮政营业

厅、东阿工业街邮政综合营

业厅、阳谷北环路邮政营业

厅 、 莘 县 振 兴 街 邮 政 营 业

厅、冠县宜春东路邮政综合

营业厅、临清南门里街新华

路邮政营业厅、高唐古楼西

路综合营业厅。

(记者 凌文秀)

格特别提示

可就近到邮政网点去看书

本报聊城 7 月 3 日讯(记者

谢晓丽 凌文秀) 聊城市气

象台 3 日发布的信息，降雨 3 日

结束，4 日白天多云转晴，温度

开始回升。

2 日 7 时开始的本次降雨

3 日下午 15 时结束，全市平均

降水量为 44 . 9mm，普降大到暴

雨。最大降水点出现在茌平冯官

屯，降水量为 120.8mm。各县(市

区)平均降水量分别为，东昌府

区 29.3mm，临清 58.6mm，冠县
19 .9mm ，阳谷 51 .4mm ，莘县
32 .9mm ，高唐 71 .1mm ，茌平
61.8mm，东阿 34.2mm。

聊城市水文局水情科科长

孙道磊介绍，此次降雨历时长、

雨量大，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

降雨过程，基本解除前期全市因

降雨偏少造成的旱情，对农业生

产和改善水环境质量非常有利。

孙道磊说，聊城 1 日起进入

主汛期，期间降雨会明显增多，

大的暴雨洪水随时有可能发生。

市防指要求有关部门密切关注

汛情变化，做好防汛、排涝的准

备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降雨结束气温今起回升
全市普降大到暴雨，平均降水量 44 . 9mm

63 个技改项目

列入省重点

本报聊城 7 月 3 日讯(记

者 刘铭) 记者 3 日从市政

府获悉，全省公布今年工业转

方式调结构 1048个重点技术改

造项目，其中聊城重点技改项目

63个，总投资 574808万元。

据了解，今年是实施工业

调整振兴规划的最后一年，工

业转方式、调结构进入关键的

攻坚期。省政府公布了 1048个

重点技改项目，总投资 1004.8

亿元。聊城有重点项目 63 个，

总投资达 574808 万元。其中，

结构调整项目 20 个，投资额
288647 万元；电子信息项目 11

个，投资额 111507 万元；节能

降耗项目 13 个，投资额 87099

万元；中小企业项目 15 个，投

资额 37409 万元；现代物流项
目 4个，投资额 5014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