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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饶 1200万元养老金陆续发放
将惠及 7 万多名年满 60 周岁的农村老人

本报 1 月 6 日讯 (见习
记者 王媛媛) 虽然小寒

气温降至零下，但在广饶，

1200 多万元社会养老金让

全县 7 万多名年满 60 周岁

的农村老人感到了温暖。

6 日上午，在广饶县丁

庄镇举行了广饶县暨丁庄
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金的首发仪式。据了解，从
2011 年开始，1200 多万元

社会养老金将陆续发放到

全县 7 万多名年满 60 周岁

以上老人的手中。

据悉，广饶县作为全国

第二批新农保试点县，自
2010 年起，就为全县 60 周

岁以上符合条件的农村居

民每人每月发放至少 60 元

的养老金。这是继取消农业

税、实行农业直补、免除农

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建立新

农合等政策之后广饶县实
施的又一重大惠农政策，让

广大农民朋友在“种地不交
税、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太

贵”的基础上，再实现“养老

不发愁”。这一政策对于促

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生活

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加快
小康社会建设具有推动作
用。

东营市广饶县丁庄镇

王道村村民王玉祥告诉记

者说：“我今年 74 岁了，现

在政府平均每天给两块钱，

一斤多面，想也不敢想，也

给 儿 女 们 减 轻 了 一 些 负

担。”“对于我们老年人来

说，能减少对儿女的拖累，

我们就知足了。”村民王宗
山说。

东营—济南两列车

将执行新时间标准
本报 1 月 6 日讯(见习记

者 吕增霞) 全国铁路即

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东

营—济南的两列列车也将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零时起执

行新的时间标准。

据了解，受全国铁路新列

车运行图的影响，东营火车站

即将执行《2011 年调整列车运

行图(客运部分)》的文件内容。

东营与济南互通的两列列车

5012 次和 5011 次将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零时起开始修改时
间，5012 次列车东营至济南的

发车时间由上午 8：10 推迟为
上午 9：28，到达时间相应顺

延。5011 次列车济南至东营的

到达时间推迟到 15：48，发车

时间依然保持 16：53不变。

据火车站工作人员介

绍，除了时间修改之外，所走
的路线与票价均保持不变。

6 日，记者走访了多家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了解到，砂糖橘的价格已经上调，在东城一家超市内记者看到，

砂糖橘售价高达 4 . 45 元/斤。据悉，元旦期间南方多省遭受冻雨灾害，受此影响，东营的砂糖橘价格走高。

本报记者 郑美芹 摄影报道

东营火车站

6 天售出八千张学生票
本报 1 月 6 日讯(见习记

者 吕增霞) 6 日下午，记

者在东营火车站看到，售票

厅里排满了购买火车票的学
生。据火车站工作人员介绍，

1 日至 6 日这六天已经售出

学生票达 8000 余张。

据了解，学生票预售时间

为 10天。学生票不仅在火车站

可以买到，还可以在 10个火车
票代售点购买，学生票发售时

间截止到 2月 28日。一个学生

至多能买五张票。

工作人员特别提醒，学
生证未按时办理学校注册
的，学生证优惠乘车区间更

改但未加盖学校公章的，没

有“学生火车票优惠卡”、

“学生火车票优惠卡”不能

识别或者与学生证记载乘
车区间不一致的学生将无

法购买学生票。

发售首日销售一空

《辛卯年》邮票旺销

本报 1 月 6 日讯(见习记

者 武希栋 通讯员 董建

华) 6 日，记者从东营市邮政

局集邮公司了解到，2011 年生

肖邮票《辛卯年》于 1月 5日开
始发售，发售首日吸引了大量

的集邮爱好者购买，目前邮票

大、小两个版本已销售一空。

东营市邮政局集邮公司

的董主任说，该邮票 1套 1枚，

面值 1 . 20 元。在单枚的基础

上，还推出了四方联、邮票小
版、邮票大版、个性化版及小
本票各个版式，而集合了各种

版式的“瑞兔送福”集邮册也

同步推出，面值 138元。此次发

行的邮票小版、大版的数量分

别为 6枚和 20枚，目前集邮者

主要以收藏这两种版式为主。

“这套《辛卯年》邮票，以

一只坐立在淡蓝色满月下的

花兔为内容。”董主任介绍说。

正规保健品都有“小蓝帽”
不少商家拿营养食品打擦边球

本报 1 月 6 日讯(见习记者

张大宁) 临近春节，众商场纷纷打

起保健牌，将保健品摆到显眼位

置，但纷繁复杂的保健品品种迷乱

了消费者的眼。东营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正

规的保健食品都会有“小蓝帽”的

标识，并有“国食健字”或“卫食健

字”的安全批号。

6 日，记者走访了东营多家商

场，看到保健品专柜上摆着各式各

样的产品。辽河路上一家超市的销

售人员称，瓶装的液体类食品就有

“小蓝帽”标识，而粉末状的食品则

没有这种标识，当记者指着一盒没

有任何标识的阿胶浆询问时，销售

人员尴尬地笑着说：“我也不是很

清楚，生产商就是这么说的。”东三

路上一家商场的工作人员则有着不
同的解释，她说，有“小蓝帽”标识的

是保健食品，没有这种标识的是营养
食品，当问到这两种食品有什么区

别时，销售人员称自己也不清楚。

至于如何区别保健食品和营

养食品，以及如何辨别保健食品的

好坏，大多数市民表示并不清楚。

一位在商场购物的女士称，一般是
听销售人员介绍，再就是看电视上

的广告，当问到是否知道“小蓝帽”

标识时，她直言没听说过。还有一
些市民称买保健品主要是送礼用，

只要拿的出手就行，至于质量，他

们一般放在第二位。

记者就此采访了东营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王女

士，她说：“正规的保健食品都会有

‘小蓝帽’的标识，其他的都不能称
作保健食品，并且正规的保健食品
有‘国食健字’或‘卫食健字’的安

全批号，用批号就可以从网上查出
是否是真品。”当问到如何区分保

健食品和营养食品时，王女士称这

种说法是不严谨的，“目前只有保

健食品和普通食品的区分。至于营

养食品的说法，不过是商家的一种

促销手段。”她提醒消费者在购买

时一定要看好适宜人群，切记盲目

进补。

多数“护眼”台灯仍有频闪
眼科专家提醒应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本报 1 月 6 日讯(见习记者

武希栋) 6 日下午，在东三路一家

商场的灯具专柜处，记者发现几乎

所有的台灯被贴上了“护眼灯”的

标签，而普通台灯已基本不见了踪
影。对此医生表示，护眼灯效果有

限，预防近视关键还是要养成良好

的用眼习惯。

在这家商场的灯柜专区，货架

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护眼台灯，这

些灯具的包装上也贴着“护眼灯”、

“孩视宝”等字样。在这些灯具的包

装盒上也标着：无频闪、三基色护

眼灯管，可预防孩子的近视。一位

正在挑选台灯的家长说：“这么多

台灯，我也不知道选哪台好了。孩

子已经上初二了，看到电视上有护

眼灯的广告，也想给孩子买一个。”

一位销售员说：“我们现在推出的

台灯主要以护眼型为主，很多家长
现在都来买这样的护眼型台灯。这

些护眼灯中还加入了荧光粉，能预

防孩子的近视。”

记者就此咨询了东营市质监

局电器室的张主任，他说：“现在

我国还没有制定相关标准来规范

护眼灯，什么样的护眼灯能起到

到护眼的效果，现在还没有科学

依据。”目前市面上的护眼灯大多

数使用了变频电子镇流器，将闪

烁速度提高到每秒几千到几万

次，相对于普通台灯来说，这样的

快频率人们的肉眼几乎感受不
到，但是频闪依然存在，如果长时
间在这样的灯下看书，人的眼睛同

样会产生疲劳。

市人民医院眼科的徐主任表

示：“造成近视的因素有很多，包括

个人的用眼卫生、坐姿、光线等。”

靠单纯的使用护眼灯并不能起到

预防近视的作用，关键还得靠养成

良好的用眼习惯。

在邮政局集邮公司，工作人员展示个性化版邮票。

本报见习记者 武希栋 摄

本报 1 月 6 日讯(见习记

者 李金金 通讯员 尚凡

明) 近日，河口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在济军生产基

地举办了河口区“送岗位进
军营”专场招聘会，13 家区

内企业进行现场招聘，共提

供用工岗位 260 多个，招聘
工种 30 余个。

据悉，此次招聘会共有

300 多名军属及其子女进场

求职，现场与用工单位达成

就业意向的有 96 人。此次活

动拓宽了济军生产基地军属
及其子女的就业渠道，减轻

了济军人员的生活压力，为

济军生产基地的广大干部群

众减轻了后顾之忧。

河口区人社局

为济军家属提供岗位

砂糖橘价格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