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天（星期三三））
20～6℃
多云

东南风3-4级

后天（星期四四）
20～5℃
多云

东南风3-4级

今天（星期二二）
18～7℃

晴
西南风3-4级

市长热线：12345

本报新闻热线：3211123

公安短信报警：12110

滨州汽车总站：3205550

消费申诉举报：12315

供电：95598

供水：3261555

供暖：鑫诚 3401917

5085085

鑫谊 2198500

燃气：中油 3150611

华燊 3369013

便
民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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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价

品种 昨日 今日

辣椒（棚） 44 .. 0000 44 .. 0000

菜椒 44 .. 0000 44 .. 0000

白菜 11 .. 0000 11 .. 3300

卷心菜 22 .. 0000 22 .. 0000

圆茄子 44 .. 0000 44 .. 0000

西红柿 33 .. 0000 33 .. 0000

大葱 22 .. 5500 22 .. 5500

姜 44 .. 0000 33 .. 5500

蒜 44 .. 0000 44 .. 0000

蒜薹 33 .. 5500 55 .. 0000

土豆 11 .. 8800 11 .. 8800

芹菜 11 .. 5500 11 .. 5500

黄瓜 22 .. 5500 22 .. 5500

油菜 22 .. 5500 22 .. 0000

芸豆 44 .. 5500 44 .. 5500

冬瓜 11 .. 5500 11 .. 5500

豆芽 1 . 50 1 . 50

香菜 33 .. 5500 33 .. 5500

菜花 33 .. 0000 33 .. 5500

白萝卜 00 .. 6600 0 . 880

菠菜 11 .. 0000 11 .. 0000

豆角 55 .. 0000 55 .. 5500

禽蛋鱼肉

鸡蛋 4 . 220 4 . 220

白条鸡 6 . 550 6 . 550

猪肉（精肉） 1122 .. 0000 122 . 00

猪肉（五花肉） 1111 .. 000 100 . 00

鲤鱼 55 .. 5500 55 .. 5500

草鱼 66 .. 5500 66 .. 5500

花蛤 33 .. 5500 33 .. 5500

城区规范

新楼盘门头广告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张卫

建 通讯员 李梦淑) 近日，
市城管执法局、市规划局为加强
对新楼盘门头广告的规范管理，
在黄河八路以西新河湾等新楼
盘沿街房集中区域开展了联合
执法，对该处未经审批违规设置
的门头广告、楼顶字进行了集中
拆除，要求按规划并审批后设
置，切实打造高档次门头广告样
板段。

据了解，该处新建高档住宅
小区，其沿街商铺在建造之初就
已经预留了设置门头广告的位
置，但是开业较早的个别商家未
按经统一规划和审批，就别出心
裁地设置了各种花样繁多的门
头广告和楼顶字，尤其是部分楼
顶字，还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
美化市容，消除隐患，市城管执
法局监察支队广告科、市规划局
规划监察支队执法人员多次上
门做工作，要求相关业主自行拆
除，但没有一家业主拆除。3月26

日、27日，市城管、规划监察部门
组织人员对不符合标准的广告
牌匾进行了拆除，共拆除门头广
告7块，楼顶字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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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零时到6日24时小客车免费通行黄河大桥
本报4月1日讯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孙海英) 根据《山东省交
通运输厅等部门关于做好2013年
清明节假期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
工作的通知》，清明期间，7座以下

(含7座)载客车辆以及允许在普通
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可免费通
过滨州黄河大桥，免费日期是4月4
日0:00至4月6日24:00。

日前，滨州黄河大桥收费站及

大桥管理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
“清明节小车免费”的各项准备工
作包括：专用免费车道建设、车道
标牌设置、收费站供电、信息保障、
收费人员培训、交通保障方案、应

急预案的补充完善和演练、雨雪防
滑准备工作等。为提高通行效率，
收费站将按规定设立免费专用车
道，届时将暂停起落杆使用，执行

“抬杆放行”。

滨州交警展开

大货车违法整治

本报4月1日讯(通讯员 马兆
磊 记者 王泽云 ) 滨州市公
安交警支队定于4月1日至9月30

日在全市开展“大排查、大教育、
大整治”货车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截至1日当天下午7点，共查获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60多起。

4月1日，此专项行动交警联
合交通运输等部门以及治安、刑
侦、派出所等警种严查严处强行
超车、强行会车、逆向行驶、闯红
灯、超速行驶，超载行驶，疲劳驾
驶、抢占道路霸道行驶，驾驶无牌
无证、驾驶报废及非法改装拼装
车辆等十大野蛮危险驾驶行为。
其中，滨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西
城区大队在220国道三叉口、黄河
二路西环、220国道西环、南环高
速出口以及城区都设置了检查
点。据了解，夜晚期间会增加严查
酒驾一项。

4月1日开始集中开展“大排
查”、“大教育”行动。“大排查”要
会同有关部门对货车源头安全隐
患进行深排细查，于4月26日前，
将排查出的隐患登记备案。“大教
育”利用“声、屏、报、网、短信”等
媒体，结合“十有”主题活动，有针
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5月1日开始集中开展“大整
治”行动，每月1日和15日为全市
专项行动集中统一行动日，9月底
前确保完成专项行动目标任务。

滨州严格管理《出生医学证明》存放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张牟幸子
通讯员 葛成霞) 记者从近日

召开的2013年全市妇幼卫生会议上
了解到，滨州市将严格健全《出生医
学证明》出入库管理制度，防止出生
证明丢失。

县(区)卫生行政部门具体负
责辖区内《出生医学证明》的监督
管理，因工作需要委托下属单位协
管的，要出具书面委托书，实行专
人专室专管。各级管理和定点签发
机构在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入库
时，至少有2名管理人员在场验收，
按清单核实数量、起止编号，填写
入库登记本并签名，确认无损坏、
无误后入库。验收时如发现有损
坏、编号有误或遗失的，应及时查

找原因，报上一级管理机构，并及
时在省级报纸登报声明作废，同时
通报至相应的户籍登记部门。因意
外导致潮湿、破损的《出生医学证
明》，应将其数量和编码及时报上
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作废。各级
管理和定点签发机构应落实专人
负责证件出库工作，做到按需领
取、发放，杜绝非管理人员代领。各
签发机构要严格执行各级卫生行
政部门有关《出生医学证明》签发
的要求，实行证章分开管理。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或委托机
构)要、加强证件的妥善保管，《出生
医学证明》保管要责任到人，确保安
全。各级管理和定点签发单位应妥
善保管空白《出生医学证明》。存放

环境整洁，相对湿度不超过30%，温
度-5到40℃，无腐蚀性气体，通风良
好，防潮、防虫、防火、防盗等措施齐
全。存放《出生医学证明》房间应加
设防盗门，安装摄像头，实行双人双
锁管理，证件存放于专用保险柜中。
签发《出生医学证明》应设专用房
间，签发人员根据实际签发需求申
领、使用证件，剩余证件妥善存放于
保险柜中。注意做好各种登记和原
始资料保存。签发人员离开房间时，
锁好证章，关好门窗。

滨州市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出生医学证明》是用于新
生儿落户时使用，如果被不法分子
盗用，可用于超生或拐卖儿童等违
法行为。

高校毕业生就业纳入“一把手”工程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张凯

通讯员 陈希勇) 近日，在全省就
业工作电视会议召开后，滨城区人
社局召开会议学习传达会议精神，
并研究具体措施贯彻落实，将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纳入“一把手”工
作。

记者从滨城区人社局了解到，

该局深入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就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把促进
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强
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一把手”
责任。单位主要领导亲自抓就业工
作，把就业工作纳入重要日程，作
为一把手工程，分管领导具体抓，
层层抓落实。落实就业工作机构、

人员、经费“三到位”。加强滨城区
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建设，完
善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加强对毕
业生就业指导从业人员的培训，切
实提升高校就业指导人员的业务
素质，促进毕业生就业指导人员向
专家化、专业化、专门化的方向发
展。

滨城区殡仪馆开展10天殡葬宣传活动
本报4月1日讯(通讯员 郭毅

中 白峰 记者 王泽云 ) 为
大力倡导文明祭祀，促进文明治
丧，加强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
革，实现城市文明建设，滨城区殡
仪馆3月20日对全区各乡镇、街道

办事处及部分重点村居开展了为
期10天的殡葬宣传活动。活动中，
向大家宣传了《殡葬管理条例》及
文明治丧、文明祭祀的各类相关
知识。

此次宣传活动以科学发展观

为统领，大力开展政策法规宣传，
倡导先进殡葬文化，通过这次活
动为殡葬改革和殡葬事业发展营
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也是
建设生态和谐富裕现代化新滨城
的具体体现。

“大排查”重点一是重点排
查重型货车、挂车、工程运输车
是否存在非法改装，是否存在违
规安装后射灯、车身反光标识设
置不规范、侧后部防护装置安装
不规范等问题，是否按规定参加
安全技术检验，是否存在轮胎、
制动部件磨损严重等安全隐患，
是否存在生产质量问题，是否存
在应报废未报废问题，危险品运
输车是否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灯具。二是重点排查货车驾驶人
驾驶资格与实际驾驶车型是否
相符，是否有违法、事故未及时
处理，驾驶证是否审验。三是重
点检查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制度
以及货车驾驶人日常教育是否
落到实处。

“大教育”重点一是货运车
辆驾驶人安全文明行车理念和
常识技能。二是货运企业法人、
安全管理人员主体监管责任。三
是货车改装、维修行业从业人员
依法经营、规范经营职业道德。

“大整治”重点一是重点整
治高速公路重型货车不按规定
车道行驶、疲劳驾驶、违法停车，
国省道重型货车超速行驶、逆向
行驶、强超强会，城市道路工程
运输车无牌、套牌、遮挡污损号
牌、闯红灯、闯禁行、超速行驶、
违法掉头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二是重点整治重型货车、挂车非
法改装，尾灯不亮、违规安装后
射灯，车身反光标识设置、侧后
部防护装置安装不规范，危险品
运输车未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灯具等严重影响安全的违法行
为。三是货车驾驶人或车主冒用
套用或伪造他人驾驶证驾车及
处理交通违法行为。

格专项整治内容

上网祭英烈
连日来，滨州经济开发区各中小学以多种形式组织开展

“清明节”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开发区第一中学利用信息技术
课时间，由辅导员指导学生登录中国文明网，为先烈献花、撰
写寄语。

本报i通讯员 吕立春 本报记者 张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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