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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今年首个高温预警发布
18日、19日有雨，气温将有所下降

本报菏泽6月17日讯 (记
者 李贺 通讯员 张翠
英) “天气真是热死人了。”
17日，相信所有的菏泽人都
会这么认为。据了解，17日菏
泽市最高气温达38 . 8℃，菏泽
市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

橙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防
暑降温。另外，未来两天气温
将有所下降。

受高原东移暖气团影响，
17日，菏泽市再次出现高温天
气，全市所辖三县突破38℃以
上 ，其 中 单 县 最 高 气 温 达

38 . 8℃。这也是今年入夏以来
菏泽市出现的最高气温。17日9

时15分，菏泽市气象台发布高
温橙色预警信号。

同时，市气象局还通过
手机短信、网站、电子显示
屏、电视天气预报、媒体等多

渠道对外发布高温预警，提
醒广大市民注意防暑降温。
预计18日多云转雷雨，最高
温度33℃，最低温度25℃，北
风2-3级。19日，小雨，最高温
度 3 2 ℃ ，北 风 ，最 低 温 度
23℃，气温有所下降。

菏泽加强新闻

采编人员管理
本报菏泽6月17日讯 (记者

李德领) 17日，记者从菏泽市文
广新局获悉，菏泽将加强新闻采编
人员网络活动管理，对于新闻采编
人员不良从业行为，将列入国家新
闻采编人员不良从业行为黑名单，
今后不得从事新闻采编业务，触犯
法律的，将交司法机关处理。

据市文广新局负责人介绍，将
加强新闻采编人员及证件管理；加
强报刊记者证和网络管理，严禁聘
用不符合任职条件的人员担任记
者站网站负责人，严禁记者站自行
招聘记者和工作人员，严禁给记者
采编人员下达经营及发行任务，严
禁对外承包网站及其地方频道的
采编业务；规范新闻采编工作，新
闻采编人员不得利用新闻采编活
动谋取不正当利益。

济南名师全省招生咨询火热进行中
暑期的脚步已经悄然向

我们靠近，在忙碌有序的学
习中，亲爱的同学们，您是否
已经开始悄然筹划自己的暑
期生活呢？您将怎样度过这
个期待已久的暑假呢？漫无
目的，无规律，自我放任的暑
期生活呢？还是想要一种，井
然有序，乐学乐玩，充满新奇
有意义的暑期生活呢？

全国知名一对一个性化
中小学辅导机构天材教育的
资深教研组特针对暑期来临
各阶段中小学生的学习特
点，性格特点，阶段特点，整
合研究出一整套暑期系列课

程并配有优质夏令营活动，
希望为各地中小学生奉献一
个最精彩，最有意义的暑假
生活。

天材教育1对1个性化辅
导，真正以学生的需求和发
展为中心。辅以教学跟踪、潜
能测试及反馈、互联网辅助
教学，全方位了解，帮助学
生，使每位学生都能全面而
具个性的发展，培养学生不
断自学、思考、探索、创新和
应变的能力。暑期来临，不管
你是高考生，中考生，小升
初，还是普通考生，天材教育
暑期嘉年华都将为您准备最

精彩的暑期盛宴，给您一个
非同凡响的精彩暑期生活。

套餐一：针对小学生，天
材教育特邀省市重点小学一
线在职名师结合各年级小学
生学习特点量身打造权威暑
期衔接精品学习课程，全面
性培优。并配有专题系列讲
解：奥数经典例题讲解，分析
历年奥数经典例题和出题方
向。作文高分技巧点拨等，帮
助小学生科学合理规划暑期
学习。同时倾情打造精彩户
外拓展活动，学习之余，不忘
小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增强团队协作能力，给小学

生一个充满挑战，成长机会
的暑假。

套餐二：针对中学生，天
材教育整合全国各大教学点
知名重点中学教研组老师，
很据教学经验，结合学生特
点贴身打造个性化暑期衔接
精品学习课程，查补知识短
板漏洞，新课程抢先衔接，名
师点拨应试技巧。暑期夏令
营，夏日如约而至，赏夏日风
情，品夏日清凉，更有多条线
旅游路线集优选择。天材名
师公益大讲堂，暑期倾情开
讲。不管您在哪，暑期来天
材，天材将给您一个满意的

答复。
套餐三：针对毕业班，天

材顶级名师暑期生活巧规
划，下学期一路领先。2014中
高考应试能力测试，抢定全
年权威科学精品计划。现场
权威名师坐镇，一小时迅速
查找学习问题，贴身打造个
性胡中高考冲刺计划，并配
有精品学习课程，暑期名师
大讲堂。天材教育并专门针
对毕业班推出暑期名校游，
百年名校寻访，见证名校风
采，感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浓郁的大学氛围和旖旎
的名校风光。

学的最好，玩的最嗨，花
的最少，超长暑期，就来天材
一对一。做口碑教育，重服务
提升。9年品质，铸造卓越服
务，在天材 9周年庆来临之
际，天材特惠疯狂来袭，特
针对暑期前来济南天材金
牌校区学习的中小学生推
出住宿补贴最高优惠可享
1600元，天材教育以超强的
师 资 力 量 、严 格 的 管 理 制
度、完善的服务体系，高质
量的优质服务标准在暑假
期间恭迎全省各地中小学
生的到来。
学习热线：0531—87078001

菏泽严查违法广告

将进行集中曝光

本报菏泽6月17日讯 (记者
李德领) 17日，全省整治虚假低
俗违法广告和打击网络淫秽色情
信息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菏泽将对各报刊、内部资料出版
物、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等进行拉网
式清理排查，对于查处的违法广
告，将进行集中曝光。

会议要求，将严厉查处在广告
中夸大功能、保证疗效、保证治愈和
使用患者、公众人物、专家名义作疗
效证明的行为；严厉查处未经广告
审查擅自发布的行为；严厉查处以
新闻报道、专家咨询等形式变相发
布广告的行为；严厉查处户外广告
未经登记擅自发布或不按规定发布
的行为；严厉打击各类网络淫秽色
情信息传播行为等。

单县质监局

强化为民服务
本报单县6月17日讯 (通讯员

蒋健省)今年以来，单县局严格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以围绕服务经
济建设为核心，以提高服务质量为
目标，突出四项工作密切联系群
众，强化服务转变机关工作作风。

一是突出制度建设，提高部门
公信力；二是承诺服务公开，提高亲
和力。向社会公开办事职责、承办事
项、办事依据、办事条件、办事程序、
办事时限及办事纪律等。在生产许
可证申报、标准办理，质量奖申报等
工作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三是
遵纪守法，提高廉洁自律能力；四是
共同进取，提高团结协作能力。

7月底，数字电视或发展20余万用户
今后将按安装比例进行利润考核、末位淘汰

本报菏泽6月17日讯 (记
者 董梦婕) 14日上午，全
市加快有线数字电视发展工
作现场推进会召开，要求今
年7月31日完成全年用户发
展任务50%。同时加强年度考
核，对完不成年度用户发展
任务且最后一名的分公司负
责任人免职。

6月14日上午，全市加快有
线数字电视发展工作指挥部
等相关人员乘车到曹县青岗

集镇、定陶南王店乡查看村内
有线电视安装情况。“以前电
视里可以选择的台少还不清
楚，现在打开电视就能收到100

多个台，孩子还能通过电视学
习，安装数字电视就是好。”曹
县青岗集镇田庄村一户村民
看着自家的数字电视说，数字
电视为全家带来了全新的视
听质感和海量选择。

采访了解到，全市各县
区一边加大非法卫星地面接

收设施的整治，净化有线数
字电视发展环境，一边狠抓
数字电视安装进度。截止到6

月5日，仅曹县就查处山寨锅
非法销售网点2100多处，收
缴山寨锅3万余个。

目前全市有线数字电视
普及率仍需提高，记者从全
市有线数字电视发展进度表
看到，今年全市要发展有线
数字电视用户54万户，截止
到6月12日，全市有线数字电

视实际完成任务比例占年度
任务的12 . 05%，距离完成任
务还有很大差距。

为了推进全市有线数字
电视快速发展，山东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将实行
阶段考核，要求今年7月31日完
成全年用户发展任务50%，即7

月底，全市将完成27万户数字
电视安装。对完不成年度用户
发展任务且最后一名的分公
司主要负责人将免职。

端午节搭上父亲节，忙坏商家
重点监测的10家零售企业销售额是平时2 . 2倍
本报记者 董梦婕

双节紧连

百货卖场忙出新招

近年来，商家对端午节
越来越重视，促销力度也和

“五一”、春节等节日不相上
下，今年的端午节和父亲节
距离很近，各大商场积极促
销，联合唱了一出“经济戏”。

端午节前，各种包装的
粽子已经被摆在显眼位置。

调查了解到，端午节期间，烟
酒、礼品、营养品、特色粽子、
绿豆糕、咸鸭蛋等时令节日
商品十分俏销，有些粽子甚
至卖断货。

每年端午小长假也是传
统的家电销售旺季，虽然节
能空调补贴政策已于6月1日
结束，家电销售稍稍降温，但
是厂家、商家积极应对，在端
午节重镑促销。据监测，端午
节期间，主要家电经营企业

实现销售额340万元，同比增
长9 . 5%，高效、节能、新品成
为家电市场的主流。

由于端午节处于春夏换
季的时间节点，各百货卖场
也紧抓节日契机，将夏令商
品上柜销售，夏装、鞋帽、夏
被、凉席、蚊帐、冰箱、空调、
电风扇、饮水机、啤酒、饮料
等商品掀起销售热潮。

双节合璧

推动餐饮市场回暖

“孩子高考后想好好犒
劳一下他，所以提前在饭店
订了餐，以为至少得花四五
百呢，没想到才花了不到三
百。”家住牡丹区的朱先生
说，现在“下馆子”消费越来
越值了。

调查了解到，和朱先生

有相同想法的家长不在少
数，再加上端午节是个团圆
的节日，所以饭店的订餐量
显著增多。据统计，端午节期
间重点监测的10家餐饮企业
实现营业额121万元，同比下
降6 . 2%，降幅明显收窄。

“两个月前就推出了最
低48元的自助餐，更贴近大
众消费，最近的订餐明显多
了。可惜的是，父亲节当天接
待了六十多桌的喜宴，所以
一些家庭订餐不得不拒绝
了。”菏泽市牡丹路某大酒店
餐饮经理吴先生说，酒店为
适应市场变化，主动调整经
营策略，从主打公款消费向
面向大众消费转变，把杜绝

“舌尖上的浪费”、保障“舌尖
上的安全”与品尝“舌尖上的
美味”有机结合，生意逐步好
转。

高考刚结束就迎来了端午节和父亲节，由于
双节距离很近，各种促销战在各大商场打得热火
朝天。记者从菏泽市商务局了解到，端午节期间，
各大商场超市纷纷推出各式各样的促销活动招
揽顾客，重点监测的10家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
2057万元，同比增长15 . 6%，是平时销售额的2 . 2倍。
其中，家电销售稍稍降温，餐饮市场逐渐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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