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天（星期三））
31～21℃
多云
微风

后天（星期四）
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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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中油 315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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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昨日 今日

辣椒（棚） 22 .. 0000 22 .. 0000

菜椒 22 .. 0000 22 .. 0000

白菜 11 .. 0000 11 .. 2200

卷心菜 11 .. 0000 11 .. 0000
圆茄子 11 .. 8800 11 .. 5500
西红柿 11 .. 5500 11 .. 2200
大葱 22 .. 0000 22 .. 0000

姜 33 .. 0000 33 .. 0000

蒜 11 .. 0000 11 .. 2200

蒜薹 22 .. 5500 22 .. 5500

土豆 22 .. 0000 22 .. 0000

芹菜 11 .. 5500 11 .. 5500

黄瓜 11 .. 5500 11 .. 5500

油菜 22 .. 0000 22 .. 0000

芸豆 33 .. 0000 33 .. 0000

冬瓜 11 .. 5500 11 .. 5500

豆芽 11 .. 5500 1 . 50

香菜 33 .. 5500 44 .. 0000

菜花 11 .. 5500 11 .. 5500

菠菜 11 .. 8800 11 .. 8800

豆角 33 .. 0000 33 .. 0000

禽蛋鱼肉
鸡蛋 4 . 0000 44 . 000

白条鸡 66 .. 0000 66 .. 000

猪肉（精肉） 1133 .. 0000 1133 .. 0000

猪肉（五花肉） 1111 .. 5500 1111 .. 5500

鲤鱼 55 .. 5500 55 .. 5500

草鱼 77 .. 5500 77 .. 5500

花蛤 33 .. 0000 22 ..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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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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滨州市委接省委通知，薛
庆国同志任中共滨州市委委员、常
委、副书记；秦传滨同志任中共滨
州市委委员、常委(列常委第一位)；
洪胜兵同志任中共滨州市委委员、
常委；免去韩奎祥、于培洪同志的
中共滨州市委常委、委员职务；免

去王传民同志的中共邹平县委书
记职务。

接省委组织部通知，黎爱芬同志
任中共滨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副
厅级，试用期一年)；免去何凤岐同志
的中共滨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职
务；免去王传民同志的邹平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
市委决定：秦传滨同志任中共滨

州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列党组副
书记第一位)；韩奎祥同志不再担任
中共滨州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职
务；王传民同志不再担任中共滨州市
委委员和中共邹平县委党校校长职

务。
中共滨州市委接省委通知，提名

秦传滨同志为滨州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列副市长第一位)人选；韩奎祥同
志不再担任滨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职务。

(记者 王晓霜)

薛庆国任市委副书记 秦传滨提名为副市长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王泽云
通讯员 王芳 李文忠)17日，黄河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正式投入
使用，以满足辖区老年人的日常需
求，这是滨城区第二家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

加强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建设是滨城区区社区服务建设的工作
重点。滨城区彭李街道办事处黄河社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位于滨城区黄
河六路与新立河西路交叉西300米路
北，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投入资金400
余万元，设计老年托养床位50余张。

照料中心共三层，一楼为门厅，二
楼是休息室，三楼为活动场所。社区照
料中心设有医疗保健室、康复训练室、
心理疏导室、棋牌室、书法室、休息室、
电子阅览室及多功能活动室。

照料中心主要是针对生活不能
完全自理、日常生活需要一定照料的
半失能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
顾、保健康复、娱乐和交通接送等日
间服务，其中休息室内还配备了中央
空调、呼叫器、电视等设备。“我们这
里就相当于一个老年‘托儿所’，我们
帮忙照看老人们，让他们的家人放
心。”照料中心工作人员说。

黄河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启用

交警公布5月驾驶证满12分名单
本报6月17日讯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管林建)交警公布5月份全
市驾驶证满12分司机名单，以下93
名司机请于公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重新考试。

这93名司机分别是：李波 张
勇 徐冬 赵天平 刘洪波 薛颖

宋志强 崔乐乐 吴振群 高小
民 屈明新 李闫闫 菅海堂 王
明明 赵利金 李吕得 吕付德

王斌 李林山 王艳朝 王新建
杨翠红 王瑞 于勇 李寿田 顾
金亮 刘国强 谷小强 岳希柱
李志军 房玲玲 董庆龙 李路军

田永明 丁洪生 傅博超 刘鲁
霞 张钵 房亮 陈强 付万泉
齐胜强 齐文涛 门建芳 王晓
赵纯刚 李国明 张义忠 陶建民

牟海宝 李金凤 王忠芳 赵荣
博 张永亮 董效亮 吴经伟 房

树致 杨东超 李涛涛 刘萍 刘
国亮 范广超 蔺德胜 牟昌昌
李金花 张鹏程 吕广瑞 付治文

张金民 孙爱华 卢海强 王忠
义 姜艳霞 吴玉红 尤惠君 王
万众 李海清 程红波 王洪新
刘会堂 丁艳艳 刘建红 朱希强

曹树泉 巩增贵 商振磊 宋清
胜 王洋军 崔宝方 杨波 王晶
林 吴志杰 陈艳。

滨州与复旦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6月17日讯(通讯员 周海燕

记者 王晓霜)6月17日上午，滨州
市与复旦大学在滨州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标志着校地双方已迈入深度合
作的新阶段。

随着《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
下一步滨州市与复旦大学将加大
在人才培养、干部培训、产业规划、
成果转化、决策咨询等方面的合作
力度，加快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高

新技术产业化步伐，共同搭建人才
交流平台，不断探索校地合作新模
式，进一步推动教育、科技、文化、
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实现共同
发展。

想去泰国留学吗？快来高招会看看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张凯)中英

双语授课、三年本科一年硕士、超低留
学成本、免试入学、无语言要求，山东
师范大学--泰国博仁大学四年本硕
连读留学项目将亮相本报高招会。

该项目负责人杨先生介绍，该留
学项目经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备
案，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学生施

行中英语授课，3年本科1年硕士，免试
入学，无语言要求。签约确保及时毕业
与回国认证。

博仁大学是一所立足泰国、面向
世界的以经贸教育为主的综合性私
立大学，创建于1968年，管理类学科是
博仁大学重点打造的核心专业。

数据显示，随着中泰两国关系越

来越紧密，每年赴泰国的中国留学生
迅猛递增。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是中
国国家战略，计划几千亿投资，急需有
东盟学习背景的高层管理人才。

本报高校招生咨询会分别于6月
26日和7月28日在渤海七路黄河五、六
路之间的政通人才市场举办。详询
18654399010。

二二楼楼休休息息室室内内一一角角..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泽泽云云 摄摄

保健品打“四非”

本月启动

本报6月17日讯 (记者 张
凯 通讯员 郝子祎 王丹)记
者从市食药监管局获悉，6月起
全市将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保健
品专项整治行动。

从6月开始至9月底，滨州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市
范围内启动实施打击保健食品

“非法生产、非法经营、非法添
加和非法宣传”专项行动，接受
举报、暗访、督查会议推行、立
案查处等。

市民如发现保健品“四非”
行为 ,可拨打12331或3311973举
报。

沾化两渔业合作社

获“省级示范社”称号

为加快渔民专业合作社发
展步伐，切实提高渔民专业合作
组织化、规范化程度，沾化县海
洋与渔业局制定了关于加快渔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施方案
和2013年渔民专业合作社建设
指导性计划。精心组织，强化措
施，依法积极引导和推动渔民专
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积极参加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组织开展
的渔民专业合作社省级示范社
创建活动，力争在全县培育一批
管理规范、服务能力强、带动作
用大、品牌知名度高、社会影响
力广的渔民专业合作社。

经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认
真审核，确定授予沾化县福海水
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沾化县会峰
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山东省渔
民专业合作社省级示范社(第一
批)”称号。

(通讯员 尹宪利)

周五预计再降雨

粮食抢收要抓紧

本报6月17日讯 (记者 王
晓霜 通讯员 周霞) 从16日
夜间到17日滨州市出现一次雷
阵雨降水过程，给正在进行的
麦收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减缓
麦收速度。不过，根据气象台的
预报，18日开始降雨结束，未来
三天的天气有利麦收进行。

“截至目前，滨州市部分地
区小麦已收割完成，部分地区
麦收已接近扫尾。这场降雨虽
然不大，但加上风的影响，会影
响麦收速度，尤其是机收速度
会放缓。”

好天气持续到周五，从周
五夜间开始，滨州市又将迎来
一次降雨过程，气温会随之下
降。目前麦收进入关键时期，请
农民朋友密切关注气候变化，
抓紧抢收抢种，做到颗粒归仓。

16日下午，在博兴县吕艺镇
高渡村麦田里，博兴县供电公司
吕艺供电所“彩虹党员服务队”
队员们帮助家中劳动力不足，生
活困难的群众抢收抢种，确保颗
粒归仓，不误农时。

“三夏”时节，博兴县48 . 3万
亩小麦进入紧张收割期，抢收抢
种任务繁重。博兴县供电公司针
对今年天气多变的特点，全面启
动了“三夏”用电应急预案，同时
组织11支“彩虹党员服务队”深
入田间地头，义务帮助群众抢收
小麦。

本报记者 张卫建 通讯
员 王雪 摄影报道

党员助农麦收

文化大院当麦场

“我们村建起文化大院和
休闲广场后，不但丰富了群众
文化生活，那硬化好的地面也
方便了群众晒麦子，再也不用
像往年那样公路上占道晒麦子
了，那样多危险啊！”15日，正在
沾化县黄升镇大姜村休闲广场
上翻晒麦子的村民姜福恩说。

自从进入“三夏”以来，沾
化县黄升镇政府未雨绸缪，把
各村小广场，文化大院或者在
村内专门划出硬化区域当群众
晒麦场所，杜绝了往年占道晒
麦场景。

本报通讯员 孟令旭 本
报记者 王晓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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