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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价
品种 昨日 今日

辣椒（棚） 22 .. 0000 22 .. 0000

菜椒 22 .. 0000 22 .. 0000

白菜 11 .. 0000 11 .. 0000

卷心菜 11 .. 0000 00 .. 8800

圆茄子 11 .. 8800 11 .. 5500
西红柿 11 .. 5500 11 .. 5500

大葱 22 .. 0000 22 .. 0000

姜 33 .. 0000 33 .. 0000

蒜 11 .. 0000 11 .. 5500

蒜薹 22 .. 5500 33 .. 0000

土豆 22 .. 0000 11 .. 5500

芹菜 11 .. 5500 11 .. 5500

黄瓜 11 .. 5500 11 .. 8800

油菜 22 .. 0000 11 .. 8800

芸豆 33 .. 0000 22 .. 5500

冬瓜 11 .. 5500 11 .. 5500

豆芽 11 .. 5500 1 . 50

香菜 33 .. 5500 44 .. 0000

菜花 11 .. 5500 22 ..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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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 6 . 20
星期四 编辑：张峰 见习美编/组版：王圆

C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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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张凯 通
讯员 陈希勇)为应对今年“史上最难
就业季”，滨城区人社部门提出九条举
措，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记者从滨城区人社局获悉，该局
共推出实名登记、提供职业指导、提
供就业信息、提供创业指导等9项新
举措。通过社区和乡镇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基层平台等多种渠道，对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建立一套基础台账，
实行“实名制动态管理”，做到“九
清”，即毕业学校、毕业时间、学历专
业、技能水平、就业愿望、培训意愿、
家庭情况、就业去向、联系方式。力争
在9月底前基本掌握本地2013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信息。

对实名登记的所有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职业指

导，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求职就业
观念，合理确定求职方向。对有求职
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及时提供就业信
息。区、乡(镇)、社区三级都将对辖区
内所有用人单位的用工信息收集建
档，建立劳动用工数据库，并实行动
态管理。深入开展“创业培训进校园”
等活动，组织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参加
创业培训。对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

生，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开发、创业培
训、融资服务、跟踪扶持等“一条龙”
创业服务。

此外，人社部门对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2年免费保管人事档案、同
时免费享受到提供人事代理咨询、社
会保险办理和接续、求职登记、发布
求职信息、就业指导咨询、建立个人
信息数据库等一系列就业服务。

滨城区:多举措助高校毕业生就业

海风渔韵征文

喜创佳绩

近日，沾化县海洋与渔业
局参加了滨州市举办的第二届

“山东·滨州渔业节”“海风渔
韵”征文活动。该局选送的《启
航》和《渔政人》两件作品在来
自全国各地的932件稿件中脱颖
而出，双双获奖。

沾化县海洋与渔业局十分
重视学习型机关的创建建设，
积极组织岗位练兵，开展各项
业务学习活动，提高了全局执
法人员综合素质和文学素养，
打造了一支具爱学习、有文化、
开拓创新、能打硬仗、胜仗的干
部队伍，为建设和谐海洋、和谐
渔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讯员 尹宪利)

城区非法小广告

近期清理万余处

为打造全省最洁净有序城
市，迎接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活动
的考核验收，近日，滨州市城管
监察支队针对城区非法小广告
反弹的问题，再出新举措。按照

“堵疏结合，查治并举”的原则，
在城区范围内再掀新一轮的

“城市牛皮癣”专项治理行动，滨
州市“城市牛皮癣”得到了基本
遏制，有效净化了市容环境。

与此同时，滨州市城管部门
与专业保洁公司签订保洁合同，
附以保洁标准，明确施工组织标
准、作业效果标准和维护作业标
准，并明确规定他们在清除小广
告后，不能产生垃圾二次污染地
面，近期共清理各类非法小广告
万余处。
(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郑颖)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张凯
通讯员 杜朝霞)16日，历时两天
的2013年滨州市中小学生(幼儿)
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锦标
赛在滨城区第一小学圆满落下帷
幕。

此次比赛来自全市中小学、幼
儿园计26支代表队参赛，共计700
余人次。吴柠竹、刘天祎、徐小雅、
俎睿等十余人分获各组别冠军，滨
州国际象棋学校、滨城区第一小
学、滨城区滨北北城幼儿园等十个
代表队分获各组团体一等奖。

滨州棋类事业开始于2003
年，从开办棋类兴趣小组，到承
担国家级课题实验研究，直至提
升为校本课程，实现了教学质量
和运动成绩双增长，有两万余名
学生接受国际象棋国际跳棋教
育、培训，大批运动员在国内、国
际大赛中崭露头角。其中女子选
手游瑞杰进入世界前八强、王亨
鑫夺得少年冠军、亚洲14岁组冠
军；不足6岁的徐小雅先后夺得
全国和亚洲国际跳棋锦标赛的
两个冠军，成为山东省历史上的
第一位女子亚洲冠军。

比赛开幕式上，国际跳棋世界
前八强的游瑞杰和在全国和亚洲
锦标赛取得冠军的王亨鑫、徐小
雅、张子怡、吴柠竹受到了表彰。

市中小学生

“三棋”锦标赛落幕

14名代表参加
省残联六大

山东省残联第六次代表大
会即将召开，滨州产生14名代
表，将代表全市26 . 6万残疾人的
意见和要求。

(通讯员 崔洪兵 记者
张爽)

““渤渤海海粮粮仓仓””开开镰镰

18日，位于无棣县的“渤海粮仓”开镰收割，十余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紧张作业。预计今年平均亩产可达300公斤以
上，约3天就能顺利收完。“渤海粮仓”示范样板工程位于无棣县柳堡镇，占地面积7715亩，是中科院和省科技厅在黄河
三角洲地区部署实施的土地改良示范区。去年6月，40亩小麦喜获丰收，亩产达315公斤，接近该县普通良田产量，创下
中度盐碱地种植小麦成功并获高产记录。

本报通讯员 蒋惠庆 牛树芹 任志东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影报道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张卫
建 通讯员 窦玉芹 孙建琨)
六月是个多彩的季节，漫步在城
区道路、广场，满眼葱绿，美不胜
收，绿树环绕着鲜花，草坪镶嵌着
鲜花，一片片、一方方、一簇簇，黄
的、紫的、红的，鲜花芬芳夺目。城
区处处风景如画，处处色彩斑斓，
人们仿佛置身于风景秀丽的花
园，这是春夏以来，城管执法局园
林处实施城市缤纷色彩工程呈现
出的新景观。

今年春夏以来，为提升城市
景观面貌，打造景观优美，富有地
方特色的花卉景观，为创城做好
准备，该处加大了对城区绿地景
观面貌整治提升力度，通过大量
栽植宿根花卉、一年生草花，合理
搭配月季、花石榴、凤尾兰、凌霄
等各类花灌木，塑造色彩靓丽的
景观效果。

据统计，春夏期间，累计栽植
宿根花卉栽植量达300余万株、播
撒花籽13万平米，重点打造了新
立河东西路、黄河八路、黄河十二
路四条花卉街道，文化广场、新滨
公园、齐鲁绿地、彩虹湖等重要景
点大量栽植，行走在城区，仿佛置
身于风景秀丽的大花园。

缤纷色彩工程

扮靓城区市容

中惠食品和伊怡乳业在线谈食品安全问题———

无需“谈食品添加剂色变”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本报通讯员 王玮 周方正

19日，山东中惠食品有限公司技
术总工程师李耀和山东伊怡乳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广辉做客“中国滨
州”政府，就食品添加剂和乳制品与
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以下是问答实
录：

食品添加剂已谈虎色变

山东中惠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7年，位于山东省惠民县，是一家
专业生产红曲米(粉)、红曲红、功能
性红曲、焦糖色、酸水解植物蛋白调
味液(料)、复合酶制剂等生物制品的
高新技术企业。现有产品畅销全国二
十多个省市及欧盟和东南亚国家。

网友：许多网友非常关注你们公
司随“神舟十号”进行太空实验的菌
种，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李耀：好的。这次我们公司选育
的菌种搭载“神舟十号”进行太空实
验，是全国第二次红曲菌种搭载，这
充分体现了公司的研发能力和科研
水平，我们感到非常自豪。菌种进行
太空实验，是利用太空中地面难以模
拟的环境，即：微重力、高真空、强宇
宙高能粒子射线辐射、宇宙交变磁
场、高洁净及大湿度等方面的诱变作
用，使菌种基因产生变异，再返回地
面选育培养新品种的育种技术(太空
育种变异率不到4%，而地球表面自
然变异率的概率仅为二十万分之
一)。1999年11月航天部下属企业东
方红公司进行的菌种太空实验，用太
空菌种生产的功能红曲中洛伐他汀

的含量提高了7 . 8倍。实践证明，将菌
种进行太空诱变，能显著提高功能红
曲的有效成分，从而提高产品的实用
价值。

网友“哈密瓜”：食品添加剂到底
是什么，对人体有危害吗？

李耀：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
品品质和色、香和味以及为防腐、保
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
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在食品生
产产业化的今天，食品添加剂已成为
食品生产不可或缺的辅助材料。现在
公众谈食品添加剂色变，更多的原因
是混淆了非法添加物和食品添加剂、
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概念。必须把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非法添加物区别
开来。比如三聚氰胺、苏丹红、“瘦肉
精”都是食品非法添加物，根本不是
食品添加剂。但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必须合法使用，不能超范围、超量
使用。

牛奶不要和植酸同食

山东伊怡乳业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业生产乳制品的中型企业，隶属于
邹平福海集团，始建于2001年4月，拥
有世界上先进的瑞典利乐砖生产线
和法国百利包生产线等5条生产线。

网友“我爱吃饼干”：超市货架上
的乳制品五花八门的，请问乳制品都
有哪些种类?

宋广辉：乳制品大体分为以下几
大类：液体乳类(例如杀菌乳、灭菌
乳)；乳粉类(例如全脂乳粉、脱脂乳

粉、婴幼儿配方乳粉等)；炼乳类(例
如全脂淡炼乳、全脂加糖炼乳等)；乳
脂肪类(例如稀奶油、奶油、无水奶
油 )；干酪类 (例如原干酪、再制干
酪)；还有其他乳制品类(例如干酪
素、乳糖、乳清粉等)。

网友“天天向上”：如何挑选适合
自己的乳制品呢？

宋广辉：这位网友问得好，不同
性别、不同年龄段的人需求不一样，
比如说儿童，喝纯奶及酸奶比较好，
这类产品的营养成分都相对比较高，
对儿童生长发育较好；老年人身体大
都缺钙，也适合饮用纯奶及酸奶，能
够补钙以及其它营养成分。从口感上
来说，蛋白饮料口感比较好，营养价
值也比其他的饮料高。

网友“会飞的鱼”：我为什么一喝
纯牛奶就闹肚子呢？

宋广辉：有的人饮用牛奶后出现
不适，这是体内缺乏消化乳糖必需的
乳糖酶引起的，称为“乳糖不耐症”。
该症相当普遍，特别是亚洲人乳糖酶
缺乏发生率比较高。牛奶中所含的乳
糖是一种双糖，因为分子太大，要在
小肠中消化成较小的葡萄糖及半乳
糖才能穿过肠壁进入血管被吸收。但
当小肠中的乳糖酶未能发挥作用时，
乳糖就在大肠内发酵，大约半小时至
2小时内出现胀气、腹痛、呕吐或拉肚
子等症状。建议这位网友，平常饮用
纯牛奶的时候，每次少喝勤喝，这样
体内的乳糖酶能够被重新唤醒，慢慢
的就不会闹肚子了。

下期访谈公告
滨州市粮食局局长刘学俭将于2013年6月20日上午10:00做客“中国滨州”政

府网，围绕推进“放心粮油工程”和“居民厨房工程”建设、实施“粮安工程”等内容
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网友可通过滨州政府网公众参与专
栏提交问题，欢迎踊跃提问，积极参与。 (记者 王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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