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天（星期六六）
晴转多云

西南风转东南风3—4级
海上5—6级
气温-5℃~4℃

后天（星期天天）

多云转阴
有小雨雪

东南风转东北风3—4级
海上6—7级，气温-3℃~2℃

今日滨州2013 . 1 . 18
星期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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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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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星期五五）
晴间多云

西南风3—4级
海上5—6级
气温-7℃~6℃

CC02

菜价

品种 昨日 今日

辣椒（棚） 44 .. 0000 44 .. 0000

菜椒 33 .. 5500 33 .. 5500

白菜 00 .. 9900 00 .. 9900

卷心菜 22 .. 8800 22 .. 5500

圆茄子 33 .. 5500 44 .. 0000

西红柿 33 .. 5500 33 .. 5500

大葱 33 .. 0000 33 .. 0000

姜 440000 33 .. 5500

蒜 44 .. 0000 44 .. 0000

蒜薹 44 .. 5500 55 .. 0000

土豆 11 .. 8800 11 .. 8800

芹菜 22 .. 0000 22 .. 0000

黄瓜 22 .. 5500 22 .. 5500

油菜 33 .. 0000 33 .. 0000

芸豆 55 .. 0000 55 .. 0000

冬瓜 11 .. 5500 11 .. 5500

豆芽 1 . 50 1 . 50

香菜 22 .. 5500 33 .. 0000

菜花 11 .. 8800 22 .. 0000

白萝卜 00 .. 8800 0 . 880

菠菜 33 .. 0000 33 .. 0000

豆角 66 .. 0000 66 .. 0000

禽蛋鱼肉

鸡蛋 4 . 880 4 . 880

白条鸡 66 .. 5500 6 . 550

猪肉（精肉） 1144 .. 0000 133 . 00

猪肉（五花肉） 1122 .. 000 13 . 00

鲤鱼 5 . 550 5 . 550

草鱼 66 .. 5500 66 .. 5500

花蛤 44 .. 0000 44 .. 0000

本报1月17日讯 (通讯员
王庆) 自去年12月份全市“双
严双百”动员会以来，阳信县扎
实开展严打非法生产经营烟花
爆竹专项整治，设立24小时举
报电话，实行有奖举报制度。

在烟花爆竹“打非”上，阳信
县采取“地图档案法”，实行扁平
加重点的管理方式，公安、安监、
工商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开展
拉网式大排查，加大对重点人员

的梳理管控，加大检查力度，严
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经营行为。

充分发挥微博、QQ、手机、
“平安大喇叭”、流动警务室、大
走访等平台的作用，多层次、多
渠道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知识宣
传。广泛宣传举报奖励办法，鼓
励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揭发举报
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举报电话为 13905435368、
13854345000，保证24小时畅通，

给予举报情况属实者 500元至
3000元现金奖励。

阳信公布烟花爆竹“打非”电话

雾霾散去见晴天 周日或有小雨雪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王晓霜)

自上周五夜间滨州市出现大雾天
气以来，连续五天滨州市基本都被笼
罩在雾蒙蒙的环境中。随着一股冷空
气的降临，滨州市在本周四迎来了久
违的晴天，空气质量也得到改善。根
据气象台的预报，未来两天滨州市都
是晴好天气，周日或将有小雨雪。

连续的大雾散了又来，来了又
散，来来回回不下5天的时间，滨州一
直被雾霾天气笼罩。16日中午一场小
雪降临后，下午滨州市短暂地出现了
一点阳光，这让数日被笼罩在雾霾当
中的市民松了口气。随着一股冷空气
的降临，风吹散了雾气，17日滨州市
的大好晴天更是让多数市民心情舒

畅了起来。
随着16日一股冷空气的降临，

温度降低，天好了也更冷了，17日
最低气温从-6℃降到了-8℃，降温
幅度不大。17日是“四九”第一天，
根据气象台的预报，未来两天滨州
市仍将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南风的
影响气温有所回升，18日白天最高

温度达到6℃，但早晚气温还是较
低，在- 7℃ 左右，昼夜温差相差
13℃。

晴好的天气从17日开始持续三
天，19日起滨州市又将迎来一股冷空
气，伴随着冷空气而来的还将有小雨
雪，东南风转变为4级北风，最低气温
下降至-3℃。

近期出现雾霾

的可能性不大

16日，随着冷空气的降临，滨州空气严重污染情况开始缓解。16日18时，山东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发布
平台显示，滨州城区6处空气监测点中1处为严重污染、3处为重度污染、2处为中度污染，雾霾给滨州城区造成的
影响还未消减。到了17日，滨州城区6处空气监测点中全部显示为轻度污染。再加上周末出现的小雨雪天气，近
期滨州市出现雾霾天气的可能性不大。 (王晓霜)

60余名民警

参加高速执勤
自1月17日起至春运结束，全市将从

交警支队机关、滨城、经济开发区、无棣
县局、交警支队东城、西城大队抽调60余
民警参加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执勤，
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面强化高速公路交通
安全管理工作。17日上午，高速一大队组
织了动员会议，重点对高速公路执勤执
法工作规范、恶劣天气巡逻管控、交通管
制、高速公路执勤注意事项等高速公路
执勤业务进行了详细讲解。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刘滨 苏岩峰)

70余家企业共议

无棣太平港开发
1月17日上午，渤海太平港投资建

设项目推介招商会在无棣举行。来自
河南，山东、江苏、河北、浙江、重庆、安
徽、深圳、北京等地共70余家省内外企
业齐聚项目推介会现场，就黄河岛开
发项目进行了讨论。

据了解，建成后的渤海太平港，将
融企业总部基地、黄河文化、生态旅
游、湿地公园与一体，成为山东乃至中
国的名片。

(通讯员 宋博 记者 王晓霜)

17日，记者从滨城区民政局救灾科了
解到，市东办事处的郑王社区被评为省
级减灾农村模范社区，市西的泰山社区
被评为国家级减灾城市模范社区。郑王
社区为做好防震减灾工作做了大量的工
作，其中，该成立了以村居民兵连长和居
民组长为骨干的应急工作网络和100人
的减灾应急救援队。泰山社区则建立了
灾害危险隐患清单、社区灾害脆弱人群
清单、社区脆弱住房清单、社区灾害脆弱
公共设施清单，以及编制了社区灾害风
险地图。 (通讯员 张霞 记者 王泽云)

滨城区两社区

获评减灾模范

为防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存储行为，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惠民县李庄镇组织安监站、派出所、工商所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利
用十天时间，逐村开展烟花爆竹大检查。图为近日工作人员对烟花爆
竹进行检查。

通讯员 董士达 李忠辉 记者 王晓霜 摄影报道

烟花爆竹
大检查

邹平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

去年55人获

47 . 9万元救助金

2012年，邹平县被民政部、省
民政厅确定为全国和全省重特大
疾病医疗救助试点单位，在特大疾
病救助上拓宽医疗救助范围，扩大
救助病种，每人每年最高救助金额
为10万元。据了解，2012年邹平县
共为 55名大病患者发放 47 . 9万元
实施救助。 (通讯员 李珊珊 记
者 王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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