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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C1111

本报2月12日讯 (记者
马媛媛 通讯员 樊东辉)12

日，记者从潍坊市救助管理站
了解到，为了提高队伍整体素
质，更好地为受助人员服务，
近日，救助站以社工考试为依
托，培养专业救助人才，从而
进一步改善救助管理水平。

针对市救助站由收容遣送
改为救助管理以后，有些职工
工作方式陈旧，工作意识不
强，工作积极性不高，工作效
率低下等情况，2011年以来，
潍坊市救助管理站高度重视社
会工作师资格考试，始终把社
会工作师考试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并采取统一报名，统
一缴费，统一购书，统一学
习，统一考试的“五个统一”

的方式，把社会工作考试和培
训工作落到实处。同时聘请有
专业经验的老师给职工们培
训，在每次考试前对职工进行
30多个课时的培训，培训过程
中专业老师为职工们解读学习
中的疑难点，指出学习的重
点，并以实务的形式给职工们
进行演示，使干部职工们都能
尽快理解所学的东西，并正确
的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目前
由于措施有力，潍坊市救助管
理站已通过初级社会工作师一
名，中级社会工作师两名，为
实现2012年50岁以下的干部职
工全部通过社工资格考试的目
标奠定了基础，并成为省内率
先进行社工考试培训的少数救
助站之一。

救助站进行社工考试培训

潍坊贺年会摄影大赛落幕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孙
翔 通讯员 周玉娇)11日下
午，2012好客山东贺年会摄影
大赛颁奖仪式在谷德广场一楼
大厅举行。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由潍
坊市旅游局、潍坊市女摄影家
联谊会等单位共同主办。从1

月14日开始对外发布，活动一
经推出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在近一个月的作品征
集过程中，共收到参赛作品
500余幅，每一幅作品都紧紧
围绕“好客山东贺年会”这一
主题，以山东各地民风民俗为
拍摄对象、用摄影语言来展现
市民的多彩生活。作品选材广
泛、构图新颖、具有很强的视
觉冲击力。

经过数位评委的多轮评
选，最终奖项一一揭晓。来自
寒亭区的参赛作者牟冬建获得
了大赛一等奖，最美镜头奖由
徐庆恩获得。马海滨、李琳
琳、徐彦良等8位作者分别获
二、三等奖，获得优秀奖的作
者若干名，大赛甄选出了部分
优秀作品在谷德广场一楼大厅
进行展出。

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此
次摄影大赛在社会各界，尤其是
广大摄影爱好者的支持下取得
了圆满成功。一幅幅摄影作品独
具特色，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齐鲁
大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民俗风
情，让观赏者领略到摄影爱好者
精湛的摄影技艺，从中感受到好
客山东的文化魅力。

本报2月12日讯 (记者
秦国玲)12日，记者从高新区文
教局获悉，该区在这个寒假启动

“千名教师进万家”活动，全区中
小学教师全部家访，并把教师家
访活动作为评价学校和教师师
德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

2012年伊始，高新区文教
局下发“千名教师进万家”活
动的通知，在高新区15所中小
学校全部展开，所有一线中小
学教师穿梭于田间地头、工棚
菜场，搭起家校沟通“连心
桥”。随着手机、飞信、电子
邮件、微博等新型交流方式的

出现，家访这种传统的交流方
式一度被“搁浅”，更看不到
年轻教师家访的身影。潍坊高
新区文教局田元训对于家访的
意义说得更为深刻。他说：
“任何现代的手段都代替不了
教师家访这一直接的亲民便民
的交流方式”。

潍坊高新区文教局在全区
教师中发出“千名教师访万
家”的倡议，加强对教师家访
活动的管理和考核，把教师家
访活动作为评价学校和教师师
德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

高新区“千名教师进万家”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董惠

通讯员 林亮 陈晓苏 ) 1 2

日，记者获悉，潍坊供电公司将

投资8 . 87亿元，加快推进智能配

网建设，主城区配网全部达到自

动化功能，届时，无论是停电故

障隔离复电，还是居民用电信息

查询，都将更加方便实时快捷。

在市场需求分析调研的基础

上，今年潍坊供电公司将以1000

千伏特高压变电站落点潍坊为契

机，大力实施电网建设“1260”

工程，全年投资14 . 7亿元，实施

电网建设工程72项，其中福盛、

大兴扩等220千伏工程12项，浩

特、龙威等35-110千伏工程60

项。

另外，还将不断完善智能配

网通信网规划，完成配电自动化

主站系统建设、配电通讯网和通

讯骨干网建设。与配电自动化同

期建设调度数据网，提升配电自

动化系统运行水平。超前开展

110千伏万达信件、朱刘、惠贤

扩建等10项城网项目前期工作，

完成中心城区160条线路配电自

动化升级改造，主城区配网全部

达到自动化功能，实现配电调控

一体化，届时，无论是停电故障

隔离复电，还是居民用电信息查

询，都将更加方便实时快捷。

加强配网运维管理，强化

停、送电计划刚性管理，减少临

时停电和故障，确保供电可靠率

城市地区达到99 . 95%以上，农村

地区不低于99 . 70%。

8 . 87亿元助力智能配网建设
确保城区供电可靠率到99 . 95%

本周以干冷天气为主

晴晴 --77℃℃~~22℃℃ 北北风风
33--44级级

22月月1155日日22月月1133日日

多多云云转转晴晴 --11℃℃~~ 66℃℃
北北风风22--33级级

晴晴 --44℃℃~~55℃℃ 北北风风
22--33级级

22月月1144日日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秦国
玲)13日，潍坊干冷依旧，最高
气温在 6℃，依然有严冬的感
觉。潍坊市气象局预报，本周随
着一股较强冷空气抵潍，本市将
连续4天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
计气温降幅达4℃至6℃，但由于
水汽条件不充分，本周内出现降
水天气的可能性仍不大。

12日，外出感觉寒冷，多云
转晴天气，北风2-3级，最高气

温6℃，最低气温-1℃。潍坊市
气象局预报，13日，潍坊天气多
云转晴，最高气温6℃。14日，
天气晴，最低气温-4℃，白天最
高气温维持在5℃，北风2-3级。
15日，天气晴，最低气温降至-
7℃，最高气温降至2℃，北风3-
4级。

根据最新检测信息显示，本
周将有一次冷空气活动，周初受
暖气团控制，虽然天空云量较

多，但气温仍有明显回升，周一

最高气温可达6℃左右。周二14

日情人节当天，受一股较强冷空

气影响本市将有3-4级的北风，

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周三至周四

不断有冷空气补充，因此连续三

天维持偏北风，气温持续下降，

最高气温下降幅度6℃左右。预

计周内市区极端最低气温为-7℃

左右，出现在周中后期。

紫外线指数：最弱弱
无无需需特特别别防防护护。。若若长长
期期在在户户外外，，建建议议涂涂擦擦
SSPPFF在在88--1122之之间间的的防防
晒晒护护肤肤品品。。

洗车指数：适适宜宜
未未来来两两天天天天气气较较好好，，
适适合合擦擦洗洗汽汽车车，，风风和和
日日丽丽将将伴伴您您的的车车子子连连
日日洁洁净净。。

旅游指数：适适宜宜
白白云云飘飘飘飘，，虽虽会会让让人人感感
觉觉有有点点凉凉，，但但仍仍适适宜宜旅旅
游游，，可可不不要要错错过过机机会会
呦呦！！

生
活
指
数

““二二月月二二””临临近近 超超市市炒炒豆豆飘飘香香

1122日日，，在在大大润润发发超超

市市内内，，品品种种繁繁多多的的炒炒豆豆

吸吸引引了了广广大大市市民民。。据据了了

解解，，距距离离农农历历““二二月月

二二””还还有有一一段段时时间间，，市市

区区的的超超市市却却早早已已摆摆出出了了

炒炒豆豆专专柜柜，，让让广广大大消消费费

者者提提前前感感受受龙龙抬抬头头、、豆豆

飘飘香香的的氛氛围围。。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凡凡

摄摄影影报报道道

抓紧报考

12日，在潍坊富华国

际会展中心，不少考生在

参加完当天的考试后，赶

紧跑到报名点去报名，以

便能参加下一场考试。随

着潍坊考区考试即将结

束，考生也抓紧最后的时

间报名。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龙宝宝”推高孕婴用品价格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付
志锦)龙年来临，“龙宝宝”
扎堆降生给许多行业带来不少
商机。12日，记者走访了潍坊
市孕婴商场了解到，春节刚
过，孕婴用品的销售就开始火
爆，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近三成。不少商家抓紧时间囤
货，等待涨价。

12日，记者来到位于福寿
街上的一家孕婴用品专卖店，
各式各样的奶瓶、奶粉、婴儿
床、婴儿车等婴儿用品让人眼
花缭乱，正在店内选购的准妈
妈刘女士在母亲的陪伴下，正
在挑选奶瓶和婴儿床。刘女士
怀孕五个月多，已经开始着手
为宝宝购买婴儿用品，“今年
生龙宝宝的人很多，我们同事
里有三个都怀孕了。”刘女士
说。店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今年龙宝宝扎堆，与往年

相比，孕婴用品市场火爆了许

多。店里从正月初八上班开

始，就一直很忙。销量大概比

去年同期增长了至少三成。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潍州路

上的一家孕婴用品专卖店，记

者看到，在店内摆有各种进口

品牌奶粉，包括贝因美、美国

雅培等，价格从300元到500元

不等。店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预计龙年出生的龙宝宝增

多，会增加产品销量，所以从

去年11月份开始，店里就开始

囤货，“到现在为止价格还没

有明显上涨，但是今年龙宝宝

多，我们预计应该会涨价，所

以先囤货等着。”店内的一位

工作人员说。当记者询问年后

销量时，工作人员表示，销量

很好，比往年明显增长许多，

至少增长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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