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星期五） 明天（星期六六） 后天（星期日日）
多云

东北风转西南风2—3级
海上5—6级

气温-2℃~6℃

多云转晴
西南风转东北风3—4级

海上6—7级
气温-2℃~8℃

晴间多云
东北风3—4级转偏西风2—3级

海上5—6级
气温-4℃—5℃

菜 价
◎蔬菜类

以上信息来源于六街蔬菜批
发市场，以上均为蔬菜的零售价
格。具体各蔬菜摊位售价会根据售
卖蔬菜质量在此基础上有所变动。

品种 价格（元/斤）

鸡蛋 33..66

白条鸡 66..88

猪肉
（精肉）14

（五花肉）13

排骨 13

◎蛋禽肉类

以上信息来源于六街市场，
各摊位会根据售卖品种质量在
此价格基础上有所变动。

(记者 于荣花)

◎水产类

品种 价格（元/斤）

草鱼 6.5

鲤鱼 7

鲶鱼 5

鲫鱼 7

本报植树活动周日(11日)正式启动
时间：周日上午8点半，地点：黄河十路渤海九路锦城大厦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王
晓霜 孙珊 于荣花) 由本
报和滨州市林业局、滨城区林
业局共同主办的绿色植树活
动将在3月11日正式启动。目
前，报名活动已截止，共有200
人参加此次植树活动。

11日上午9:30，本报绿
色植树活动地点将在滨城区
永莘路以北、凤凰六路北端，
秦台水库以西的林场进行。

最近几天的报名过程
中 ,有不少家长表示要带着
孩子一同来参加活动 ,本报
在此提醒广大家长 ,植树活
动中一定要注意孩子安全 ,
避免树苗、铁锹碰伤孩子。一
旦发生意外,责任自负。植树
时请自觉保持林场卫生 ,不
要乱扔垃圾 ,需听从工作人
员的统一安排。最近天干物
燥,植树时请勿吸烟，不要乱

扔垃圾。
本报此次组织的绿色植

物活动旨在号召市民亲自去
栽树 ,通过种植绿树唤醒人
们的环保意识。植树工具本
报可以统一提供 ,有工具的
市民也可以自带。

今日开始，我们将电话通
知前200位报名的植树活动
志愿者。如果您曾打进电话
来报名，请保持手机畅通，以
免漏接记者来电。接到电话
通知的读者，您可以开始着
手准备填土工具(如果有小
孩，请准备适合孩子用的小
锹等)、水桶、手套了。

植树活动的集合时间是
周日(11日)上午8点半，地点
是黄河十路渤海九路锦城大
厦 。市 民 可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3 2 1 1 1 2 3、1 8 6 5 4 3 9 9 0 2 2、
18654399027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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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品种 价格（元/斤）

豆角（长） 66..55

辣椒（棚） 66

大白菜 11..55

大葱 33

冬瓜 11..22

土豆 11..33

芹菜 11..55

黄瓜 33

甘蓝 11..55

茄子 44..55

西红柿 33..55

菠菜 22..55

油菜 22..55

速 知

去年全市火灾起数

同比下降23 . 39%

本报3月8日讯(通讯员 刘莹 记
者 李运恒) 8日上午，记者从滨州市
公安消防支队党委扩大会议了解到，
2 0 1 1年，火灾防控能力显著增强，与
2010年同比，滨州市火灾起数下降了
23 . 39%，直接财产损失下降了32%。同
时，坚持开展“助学兴教”活动，已与8所
学校结成帮扶对子，结对资助79名中小
学生，落实资助金达12万余元。

2012年，滨州市消防支队将全面推
进滨州消防发展奋斗目标，夯实社会消
防安全“防火墙”工程基础，进一步深化
和推进“五大活动”和部队“精细化”管
理和信息化建设，努力打造现代化滨州
消防铁军。

沾化20名“雷锋”的哥

成为义务消防联络员

本报3月8日讯(通讯员 张宁 记者
张爽) 8日，沾化县泊头镇的二十名

“雷锋”的哥正式被沾化县公安局泊头派
出所聘为义务消防联络员。

为给辖区群众构建和谐、安宁的社
会环境，沾化县公安局泊头派出所联合
镇团委在全镇开展“雷锋”的哥选拔活
动，并将选拔出来的二十名责任心强的
的哥，经过消防知识培训后，聘任为该
所的义务消防联络员。这二十名“雷锋”
的哥将参加免费为乘客义务宣传消防
知识，消防应急连动，到各超市等公共
场所进行消防安全隐患调查等活动。

滨城区安监局集中排查中小企业隐患

本报3月8日讯(通讯员
徐鲁滨 王雪梅 见习记者

王泽云) 滨城区安监局决
定自3月5日至9月30日，在全
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7个月
的中小企业隐患排查治理集

中行动。
本次行动分为排查摸底、

企业自查、集中排查、治理整
改、规范提高五个阶段，治理范
围除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非
煤矿山、烟花爆竹经营企业以

及列入区监察大队2012年执法
监管计划以外的新建企业和中
小型生产性企业。通过治理，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促
进中小企业安全管理向规范
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转变。

安安

监监

滨州市公交公司

为植树活动保驾护航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孙珊) 周
日，本报组织的绿色植树活动得到了
滨州市公交公司的鼎力支持。11日上
午9点，会有公交公司为本次植树节提
供的公交车在黄河十路渤海九路锦
城大厦楼下等候，市民可免费乘坐。

本报联合多部门举办本次绿色
植树活动的策划一经传出，就得到了
公交公司的强烈支持，并对本次活动
予以高度评价。滨州市公交公司的总
经理纪俊杰更是对本报此次活动大
加赞赏，“最近这几年滨州的绿化越
来越好，看到这些很欣慰，希望这样
的活动越来越多，能够有更多的人参
加到这次活动中来。为此，我们公交
公司也必定支持一片绿，为此次活动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庆“三八”

玫瑰送老人

3月8日，市西办事处妇联工作人员来到市西敬老院，给老人们送
来玫瑰花，和老人们一起欢度一个欢乐的“三八”妇女节。周同华老人
一边将花插入花瓶一边高兴地说：“这花真漂亮！真鲜艳！”

通讯员 李国庆 宋建英 武惠晶 记者 于荣花 摄影报道

去年滨州市福彩中心

工作做法成效显著

本报3月8日讯(通讯员 侯志清
见习记者 王泽云) 8日上午，省福彩
中心领导莅临滨州市福彩中心检查指
导工作，对滨州市福彩中心去年取得的
成就和具体的工作做法表示肯定。

去年，滨州市福彩中心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主要做法有：一是围绕建设一
流团队，抓好规范管理，从完善制度入
手，努力培养高素质员工队伍，努力锻
造一支懂经营、会管理、能打硬仗的一
流团队；二是围绕服务营销，拓展宣传
方式，滨州市福彩与媒体合作，并合作
交流，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三是围
绕福彩文化建设，强化载体推动，例如

“福彩进社区”活动和努力营造福彩大
家庭氛围；四是围绕健康运行，采取加
强财务管理，加强福彩资金使用审批，
规范兑奖程序等措施。

沾化消防大队利用

“8小时外”时间为企业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刘滨)

为全面深入推进辖区隐患
单位整改工作的开展，沾化
大队利用上班前和下班后的

“8小时外”时间，为企业“加
餐”，主动上门为企业“把脉

会诊”，开出治病良方，真心
诚意帮扶企业规范消防管
理，竭尽所能为企业提供最
优秀和快捷的服务，使警民
关系进一步融洽，受到了社
会单位的一致好评。

沾化消防大队

积极开展夜查行动

沾化消防大队

对建筑工地进行专项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刘滨)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工地
消防安全管理，坚决遏制火
灾事故的发生，近日，沾化
消防大队深入开展在建工
程“回头看”检查行动，进一
步深化建筑工地及职工工

棚的严查整治，不断规范全
县建筑工程施工审核验收、
职工工棚以及建筑外保温
材料的消防安全管理，切实
从源头抓好火灾隐患防控
工作，不断提升了全县整体
的消防安全水平。

沾化消防大队深入辖区派出所

加强业务指导工作

本 报 讯 ( 通 讯 员 刘
滨 ) 为切实提高公安派出
所 消 防 监 督 管 理 工 作 水
平，全面规范消防监督执
法行为，3月8日上午 ,沾化
大队防火监督员深入辖区
各派出所进行消防业务指

导。随后，防火监督人员会
同派出所民警对派出所管
辖的“九小场所”进行了实
地检查，对派出所民警监
督执法过程中的问题以及
各种法律文书的填写进行
了现场指导。

本报讯(通讯员 刘滨)
3月7日晚8时，沾化大队先

后对辖区的宾馆、酒店、超市
等单位进行了突击检查，同
时严格落实消防控制室24小

时值班及防火巡查制度，确
保本单位内部的消防安全形
势稳定。通过检查，进一步消
除了消防安全隐患、堵上了
消防安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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