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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今日青岛

市区天气

明天
小雨转小到中雨，东南风转北风

4—5级转3—4级，气温9/14℃。

今天
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雾，东

南风3—4级转4—5级，气温12/16℃，相
对湿度40%—90%，郊区温度8/24℃；今
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东南风4—5

级，气温9/12℃，相对湿度40%—90%，
郊区温度8/24℃。

郊区天气

晴晴转转阴阴 有有小小雨雨
1100//2200℃℃

晴晴转转阴阴 有有小小雨雨
1100//2233℃℃

晴晴转转阴阴 有有小小雨雨
99//2244℃℃

晴晴转转阴阴 有有小小雨雨
88//2233℃℃

晴晴转转阴阴 有有小小雨雨
1100//2233℃℃

晴晴转转阴阴 有有小小雨雨
1100//2233℃℃

本报4月8日讯 (通讯员 王国华 记者 赵
壁) 4日 1 8时，在青银高速济青段蓝村收费站
东200米处，一男子在横穿马路时，被一辆疾驶
的油罐大货车撞上，当场身亡。济青高速公路
青岛交警大队急寻死者家人，以便及时处理赔
偿事宜。

监控录像显示，4日18时，在青银高速济青
段蓝村收费站东200米处，一名男子由南向北跨
越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后向北走去，碰到正在

高速公路正常行驶的一辆油罐大货车左后轮
上，被卷入车内。事后，司机向交警部门报警。济
青高速公路交警与120急救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急救人员检查发现男子已经不幸死亡。

死者性别男，年龄45至60岁，留短发，身高
170厘米左右，穿黄色皮衣，灰色裤子，绿色帆布
胶鞋。警方至今没有找到死者家属，知情者请与
济青高速公路青岛交警大队事故科联系，电话 :
0532-87807122。

男子被撞身亡 警方急寻家属
死者留短发，年龄45至60岁，身高170厘米左右

红石崖草莓节10日开幕

30元，草莓管你吃个饱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张杰) 红石崖草莓节10

日开幕，持续到5月底结束。草莓节期间，市民只需
花30元，就可以随意品尝草莓，并体验采摘草莓的
乐趣。

据介绍，草莓节入棚门票30元/人，市民可以
采摘、品尝，如果想多采摘一些带走，参考价格
为3 0元/公斤，60元/箱，具体价格可与种植户商
谈。

公交车路线：从胶州湾隧道乘坐隧道3路公交
车到达开发区管委、黄岛区政府(隧道1路公交到青
岛滨海学院)，转乘26路公交车到终点站下车，再转

乘23路公交车到终点站雷家店子下车即到；从开
发区可乘坐26路公交车到终点站下车，转乘23路公
交车到终点站雷家店子下车即到。

自驾路线：1 .经胶州湾隧道至薛家岛，在开发
区沿江山路—六号路(或团结路)—昆仑山路—黄
张路到环胶州湾高速公路红石崖出口西侧治理超
载超限检查站，沿指示牌可到达；2 .从胶州湾跨海
大桥直接上胶州湾高速，在崖逄出口下高速，左转
直行50米沿指示牌可到达；3 .乘轮渡抵达黄岛后，
沿黄张路西行至环胶州湾高速公路红石崖出口西
侧治理超载超限检查站，沿指示牌即可到达。

济南 晴转多云 16℃/29℃
德州 晴转多云 10℃/27℃
聊城 晴转多云 11℃/25℃
泰安 晴转多云 11℃/28℃
莱芜 晴转多云 15℃/28℃
菏泽 晴转多云 15℃/26℃
枣庄 晴转多云 13℃/24℃
济宁 晴转多云 16℃/27℃
临沂 晴转多云 13℃/26℃
日照 晴转多云 12℃/19℃
烟台 晴转多云 8℃/22℃
威海 晴 8℃/19℃
潍坊 晴转多云 10℃/27℃
淄博 晴转多云 13℃/28℃
滨州 晴转多云 9℃/27℃
东营 晴转多云 12℃/27℃

省内城市

国内城市

海洋预报

由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提供

今日滨海浪高1 . 5米，浪向南，水温
7 . 8℃。第一次高潮05：58，潮高4 . 45米；第
二次高潮18：04，潮高4 . 35米。第一次低潮
00：35，潮高-0 . 10米；第二次低潮12：56，潮
高0 . 40米。

由青岛市气象局青岛市气象台提供

北京 晴 8℃/25℃
天津 多云 9℃/25℃
石家庄 晴转多云 12℃/24℃
呼和浩特 多云 3℃/22℃
上海 多云转阴 16℃/22℃
南京 阴转雷阵雨 14℃/22℃
合肥 多云转小雨 15℃/23℃
杭州 阴转阵雨 15℃/22℃
南宁 阵雨 18℃/25℃
广州 小到中雨转小雨 17℃/22℃
福州 阵雨 16℃/24℃
海口 阵雨 22℃/29℃
郑州 多云转小雨 10℃/21℃
武汉 多云转小雨 14℃/21℃
长沙 阵雨 16℃/20℃
南昌 阵雨转小雨 15℃/20℃
哈尔滨 晴 -2℃/11℃
长春 多云转晴 0℃/16℃
沈阳 晴 1℃/21℃
乌鲁木齐 小雨转小到中雨 8℃/15℃
西宁 阵雨转多云 0℃/15℃

四川路附近

部分居民停水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蓝
娜娜) 因西藏路自来水管道
施工，10日晚9点至次日早晨6

点，将对四川路 (团岛一路
口——— 西藏路口)两侧的部分
居民暂停供水。

据了解，通水时间将根
据工程恢复情况提前或延
长。停水期间请将家中阀门
关严，防止跑水。市民如有疑
问，可拨打热线电话12319咨
询，也可拨打市南管线所电
话82686559进行咨询。

汇添富基金

业绩表现居前

数据显示，汇添富民营活
力股票型基金长期业绩亮眼
且各阶段业绩表现较好，短期
净值更是表现优异，最近一个
月，市场在等待实体经济回暖
的过程中呈现震荡格局，而汇
添富民营活力基金则跃居同
类前三甲。今年以来，该基金取
得的2 . 74%的回报率也在同类
基金中排在前1/5，近三个月、
近半年的业绩居所有普通股
票型基金的前1/4，而该基金近
一年回报也在248只普通股票
型基金中第20位。该基金的收
益稳定性可见一斑。

5 . 5亿元大项目落户高新区
主要研发车辆动力电池、动力控制驱动系统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潘旭业 通讯员 王
泰) 8日，青岛动力集成及储能系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暨电动车辆核心零部件产业化基地项目
在高新区举行开工奠基仪式。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5 . 5亿元，由山东泰汽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电池工业协会、中科
院化学所、青岛大学、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山东科技大学等合作建设，主要开展车辆动力
电池、动力控制系统、动力驱动系统的研发和产
业化。

项目达产后，将年产320万只锂离子动力电
池、10万套动力电池组管理系统、15万套汽车专
用电机，对于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新媒体时代，个人“发言”须自律
因

为心情不
好 ,浙江台
州一名 1 9

岁男子在
微博上发
布了一张

割腕照片，声称要自杀。这场“微
博自杀秀”惊动了上千警民，当大
家费尽周折找到他时 ,却发现这
仅仅是一出恶作剧 (有媒体曾报
道)。新媒体时代，信息发布的道
德边界在哪里？

微博的出现带来不少便利，
各地也有公安部门通过微博成功
救下自杀博主、网友通过微博进
行爱心接力的事例。同时，微博这
种新媒体带来的负面消息也源源
不绝，不仅存在传播不道德信息、
发布垃圾信息或失真信息的问
题，还有不少像这名自杀秀男子
一样的网友，通过微博向公众传
达一些“狼来了”的信息，一旦引
来网友和民警自发进行的援救行
动，就不仅仅是闹笑话的问题，社
会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甚至财
力，却进一步加重了人与人之间

的信任危机。
网络不断普及，导致社会上

的信任体系发生变化，许多陌生
人通过网络来获得联系，政府部
门也通过各种新媒体对民情民意
进行了解。而这对诚信的要求更
高了，正因为无人监管、缺乏约
束，我们更需要加强网络自律意
识，因为在网络上，某个人不经意
的某句话都可能引来全社会的关
注，这时如果新媒体诚信道德频
频失范，就可能带来一些始料不
及的负面影响，甚至扰乱正常的
社会秩序。

新媒体风行之时，消息可以
匿名传播的自由并不代表网络
言论可以抛弃诚信和责任。防
止新媒体道德失范，不仅要靠
网友们自觉遵守道德底线，还
需要相关部门的监管和约束。
必要时，监管部门不妨主动介
入管理，制定可行的制度和必
要的处罚措施，减少网络上“狼
来了”的声音。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晓晓闻闻

人才市场今有
千余岗位待贤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李
晓闻) 9日，市人才市场 (海
尔路1 7 8号 )举办4月第一场
应 届 毕 业 生 专 场 招 聘 会 ，
100余家企业提供了1000多
个岗位，以缓解高校毕业生
就业压力。

参加此次招聘会的有新
快进出口、山东力牌石油化
学有限公司、青岛莱斯玛特
纺织有限公司、润正钢铁有
限公司、山东东营泰克拓普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大型
企业。提供销售代表、导购、
信息管理员、销售业务人员
(钢材，矿石 )、销售助理、电
话营销、招商专员、教育顾
问等若干岗位供求职者应
聘。本次招聘会销售类岗位
仍占主导地位，为想从事销
售岗位，喜欢挑战的年轻人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此外，济南军区青岛第一
疗养院、青岛华氏国风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青岛汇达药业有
限公司等医疗机构带来临床
医生、医药营销、临床医学人
员、销售助理等招聘岗位，为
想从事医学专业或者医药销
售的求职者提供更多选择。

停水T

市南旅游网昨日正式上线
教你如何自助旅游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李晓闻) 8日，市南旅游
网(www.happy532 .com)正式上线。这是市南区唯一
官方旅游网站。

据悉，市南旅游网是一个有着海量旅游资讯、
能够使游客享受“量贩式”自助旅游服务的集餐饮
娱乐、旅游资讯等实用信息为一体的网站。网站主
要包括魅力青岛、游在青岛、discover发现城市、青

岛小憩、交通指南、shopping指南、玩家论坛、金牌
导游八大版块。网站还建有一个由游、吃、娱、住、
行、购六大版块构成的特色专区。

市南旅游网还针对岛城市民外出旅游提供了
外出攻略、特惠信息，设有“车友集结”、“玩家频
道”等版块，为网友们发布旅行攻略、摄影作品提
供了平台。

招聘Z

登山健身节本月22日开幕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杨宁 ) 2 0 1 2年全国

群众登山健身大会开幕式暨青岛市户外登山健
身节活动将于2 2日在城阳区人民广场开幕，届
时全市将免费开放40多座山头景区公园。

活动当日，全市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4 0多
座山头景区公园。本次活动以“群众体育让城

市更健康”、“快乐登山，体味健康生活”为主
题，旨在为广大市民搭建户外登山健身运动平
台，因地制宜地开展“小型分散、丰富多样”的
户外登山健身运动。今年是青岛连续第十年承
办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主会场或分会场活
动。

崂山设20万元文化基金请居民看电影
今年计划组织20场公益演出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陈之焕 通讯员 孙景
军) 8日，由崂山区文化新闻出版局举办的“让居
民走进影城”活动，迎来首批200余名社区观众。

据了解，今年崂山区与青岛华诚国际影城合

作，设立20万元文化基金积极惠民，全年计划在华
诚影城组织20场公益演出，主要面向崂山区妇女、
儿童、社区居民、劳模、军人、烈军属、残疾人、外来
务工人员等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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