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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今天 明天 后天

晴

气温-1/5℃

西南风转东南风3-4级

多云转雨夹雪

气温0/4℃

东南风转东风4-5级

晴晴间间多多云云
南南风风33到到44级级
气气温温--77//22℃℃

郊区天气

天 气

WEATHER

时评

资讯

周六到心理医院听讲座

本报1月17日讯(通讯员
刘希明 记者 董海蕊) 19

日(周六)9点 3 0分，位于安徽
路 3 2 号的心理医院将举办

《心理压力与情绪管理》讲
座，欢迎市民前往听讲。

临近春节，不少市民又
开始面临来自生活、工作等

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其实，在
日常生活中，每个年龄段的
人都会遇到不同的压力，压
力释放方式的得当与否，直
接影响着我们生活、工作的
效率与质量。如何正确认识
与解决面临的压力，如何管
理因压力产生的情绪反应，

如何将压力转变为良好有效
的动力，是每个年龄段都要
切实解决的问题。19日，心理
医师王越将主讲《心理压力
与情绪管理》，从心理学的角
度讲解如何学会正确认识压
力、管理情绪，开心工作、愉
快生活，提高幸福感。

历史上的今天

本报1月17日讯(通讯员
吴磊 记者 赵波) 19日上
午 1 0时，在奥帆基地博物馆
展厅将举办“揽五岳胜景，汇
四海精英”第二届全国摄影
展，展出来自全国各地 9 8位
作者的126幅摄影作品，影展

作品画册同时发行，市民可
免费前去参观。

据介绍，本次摄影展由
五月风摄影俱乐部举办，青
岛 市 摄 影 家 协 会 主 席 郝 国
英、著名摄影家任锡海、中国
佛教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郎

静山金像奖获得者徐金芳女
士、淄博市摄影艺术研究会
副会长苏少龙先生等省内外
摄影界知名人士将应邀参加
开幕式。届时岛城摄影爱好
者可以免费前往奥帆基地博
物馆展厅参观。

第二届全国摄影展明天开展
摄影爱好者可免费到奥帆基地博物馆参观

1992年1月18日 邓小平南巡
1988年1月18日 西南航空公司一客机
在重庆失事，108人罹难
1974年1月18日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
1950年1月18日 我国与越南建交
1915年1月18日 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
要求”
1911年1月18日 黄兴在香港设置广州
起义总指挥部

由青岛市气象局青岛市气象台提供

晴晴间间多多云云
南南风风33到到44级级
气气温温--66//44℃℃

晴间多云
南风3到4级
气温-2/3℃

晴晴间间多多云云
南南风风33到到44级级
气气温温--44//44℃℃

晴晴间间多多云云
南南风风33到到44级级
气气温温--44//33℃℃

晴晴间间多多云云
南南风风33到到44级级
气气温温--77//33℃℃

省内城市

城市 天气 气温

济南 晴 -4℃/6℃

德州 晴 -5℃/5℃

聊城 晴转多云 -6℃/5℃

泰安 晴转多云 -10℃/4℃

莱芜 晴 -9℃/4℃

菏泽 多云转晴 -3℃/6℃

济宁 晴 -4℃/5℃

临沂 晴 -8℃/5℃

日照 晴 -6℃/4℃

烟台 多云转晴 -6℃/3℃

威海 晴 -5℃/2℃

潍坊 晴 -10℃/5℃

淄博 晴 -7℃/5℃

滨州 晴 -7℃/6℃

东营 晴 -6℃/5℃

枣庄 晴转多云 -6℃/5℃

今日IN词

由互动百科提供

晨晨练练指指数数 33级级
较较适适宜宜户户外外晨晨练练

交通指数 3级
气象条件对车辆的高速行驶无
明显影响

穿衣指数 6级
建议穿毛衣、羊毛裤、棉衣等

钓鱼指数 3级
不适宜垂钓

紫外线指数 3级
辐射强度中等，外出可适当采取
防晒措施

今日生活指数

婚点
婚点，就是一个人想要

结婚的转折点。每个人都有
一个婚点，在婚点到达前，无
论谈多久恋爱都不会结婚，
婚点到达后，哪怕谈三天恋
爱也可能结婚。

今天到周末，气温渐回升
但20日至21日青岛将有小雨雪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吕
璐) 告别了连日的雾天，17日
青岛市迎来了多云天气，气温
下降，莱西地区还迎来了降
雪，最低气温-9 . 0℃。预计18

日白天开始气温回升，20日至
21日青岛市全区迎来小雨雪
天气。

17日白天青岛市多云转
晴，但北风呼啸，阵风瞬时风
力达到6级。17日早晨青岛市
北部地区出现过短时冷流阵
雪，其中莱西降雪为 0 . 3 毫

米，平度、即墨有微量降雪。
随着北风的持续，青岛大部
地区能见度好转，能见度恢
复至 5— 1 8 km。青岛市气象
台首席预报员凌艺介绍，1 7

日青岛市相对湿度为52%—
8 0 %。青岛市市区早晨最低
气温为-6 . 1℃，白天最高气
温为-0 . 6℃。郊区最低气温
出现在莱西，为-9 . 0℃，最高
气 温 出 现 在 黄 岛 区 ，为
0 . 8℃。

17日夜间冷空气强度减

弱，北风4—5级，18日早晨转
西南风3—4级。1 8日早晨市
区的最低气温为-6℃左右，
郊区为-10℃。18日白天冷空
气影响结束，西南风3—4级，
气温小幅回升。19—20日，青
岛市无冷空气影响，南风3—4

级转4—5级，气温继续小幅回
升。20—21日青岛市将有一次
小雨雪天气过程，由于市区及
沿海地区气温较高，基本上以
降雨为主，莱西平度等北部内
陆地区小雨夹雪。

被年会
被年会，指明明没有文艺

细胞，却被领导要求组织或表
演节目。元旦一过，年会就成
了企事业单位员工议论最多
的话题。当接到通知要求准备
节目、参加年会时，他们自
嘲：“每当接到准备节目的通
知，一种深深的被动感油然
而生。”

晴间多云

气温-4/3℃

西南风3-4级

由人民网提供

打击食品犯罪不妨用重典
本报记者 潘旭业

青岛加大涉罪食品安全打
击力度，仅2012年就有400余人被
抓(本报1月16日B05版曾报道)。近
年来，地沟油回流餐桌、海水晶
蛤蜊、染色黄花鱼、毒韭菜等食

品安全问题屡屡发生 ,市民时刻
绷紧安全弦，青岛加大打击力
度，真是大快人心。笔者认为，打
击食品犯罪，下手就得狠点。

对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问
题，虽然现在的制裁力度较之以
前确实加重了许多，但在2010年
以前，处理屡屡发生的食品安全
问题时 ,大多是依据《食品安全
法》、《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其中应用最多的就
是《食品安全法》中假一罚十的
规定，这就意味着，如果销售假
冒伪劣产品出了问题，只能按照
售价的十倍进行处罚。

对此，早有专家指出，假一
罚十的规定虽然体现了立法上
的惩罚性赔偿原则 ,但是对于食
品造假企业来说 ,在暴利的驱动
下 ,这种处罚力度根本起不到震
慑作用，无异于隔靴搔痒。而如
今，凡是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
大多都会采取刑事手段，2012年
仅青岛就有400余人因涉罪食品
安全被抓就是一个明证。

重典之下，带来的是犯罪成
本的增加，是威慑作用的增加。
只有让食品造假的参与者感到
害怕，才能从源头上进行遏制。
因为参与食品造假者已经为了

暴利丧失了良心，因此，想从道
德的层面进行感化无疑是对牛
弹琴，罚点钱了事也只能是隔靴
搔痒，只有采取严厉的刑事手段
加上完善的举报查处体制，才能
防患于未然。

不沾锅族
主要指的是这一类人

群，他们过早在街头小吃摊，
午饭在单位食堂吃，晚上在
父母家蹭一顿儿。经调查得
知，70%的年轻小夫妻承认是

“不沾锅”一族，他们中只有
30%每月向父母交生活费，标
准从500元—2000元不等。

市南区荣获

“山东省先进重点服务业城区”称号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李
晓闻) 近日，市南区荣获“山
东省先进重点服务业城区”称
号，辖区内创意100产业园、青
岛汇泉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分别荣获“山东省先进重点
服务业园区”和“山东省先进
重点服务业企业”称号。

据悉，近年来市南区以推
动服务业“转方式、调结构”为
工作主线，积极健全服务业组
织领导和考核评价机制，强抓
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强化项
目推进和为企服务，持续做大
服务业总量规模，提升服务业
发展能级，全区服务业综合实

力显著增强。2012年预计市南
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6 3 0亿
元，同比增长11%左右，服务业
增加值三年间连续跨越400亿
元、500亿元、600亿元，全区服
务业增加值总量及占GDP比
重指标均居全市首位，有力地
带动了全市服务业加快发展。

海信研发项目

成功落户崂山区

日前，崂山国土资源分局成功
出让一宗工业用地，该宗地位于崂
山区滨海公路以西、天水路以北，
土地面积44828平方米，容积率≤
1 . 35，产业类型为国家认定的企业
技术中心及重点实验室等，投资强
度≥400万元/亩，出让年限50年。

为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崂山国
土资源分局开辟绿色通道，专人盯
靠，土地预审、规划设计条件审批等
前期工作均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出
让方案报批更是创下历年报件效率
纪录，以往15个工作日才完成的程
序，现在24小时内就完成。2012年12

月21日举行的拍卖会上，海信集团
有限公司以2727万元的价格成功竞
得该宗地。

据悉，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将以
该宗地为首期项目，启动海信研发
项目的投产，后期的300多亩地收入
囊中后，整个海信研发基地将在崂
山区全盘启动，潜力项目与优势区
域相结合。 (万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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