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坊锅炉厂，目前0 . 1-0 . 9系

列蒸汽锅炉等，已通过省级环

保、能效测试，现已批量生产，欢

迎新老朋友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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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新老客户

内陆地区阴有小到中
雨，南风 3 - 4级， 2 4℃～
29℃，北部海区阴有中雨，
南风5-6级，22℃～27℃。

◎三日天气◎

内陆地区多云转阴有
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东
南风3-4级，24℃～30℃，北
部海区多云转阴有小到中
雨，并伴有雷电，东南风5-6

级，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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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雨为主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秦国
玲)据潍坊市气象台预报，18日开
始，晴好天气将结束，为降水开
始做准备。气象部门预测，从18日
开始，截止到20日，潍坊还将有一
场中到大雨，没洗车的市民还是
先别洗了。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18日，本
市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东南
风3-4级，最高气温30℃，最低气
温24℃。气象专家表示，17日傍晚
云量逐渐增多，天空慢慢变阴。

“18日至20日，潍坊将有一场中到
大雨，局部暴雨。受降雨影响最
高气温将降至30℃以下。”

气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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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阴有中雨局部
暴雨，南风 3 - 4级，2 5℃～
29℃，北部海区阴有大雨，南
风5-6级，23℃～27℃。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王琳
赵磊)“在潍州路和宝通街路口南
边，有一条废旧的铁路线，因为
长时间没有整修的原因，周边塌
陷了很多坑，每次走到这里都得
十分小心。”15日，家住安丘市的
魏先生向本报反映，他工作途径
此处，经常能看见底盘低的小轿
车托底“受伤”。

当日下午3点，记者随魏先生
来到潍州路和宝通街交叉路口，
沿着潍州路向南行驶大约500米左
右，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废旧铁路
线。在现场记者看到，为了给路
人提供方便，不知什么单位已经
将铁路线中间凹下去的部位用板
子垫平了，车辆行驶在上面会减
少车体颠簸和轮胎损坏，但铁路
周边的大坑一直没人修。

记者在现场看到，铁路线的
北边一侧几乎都塌陷了宽约20公
分、深约5公分的坑，在坑的最深
处达到了10几公分深。家住安丘的
魏先生说，他每天到潍坊市区上
班时都会经过这里，因为铁路线
周边的坑坑洼洼实在太多了，他
的轿车底盘又低，每次经过此处
都要小心翼翼，一不注意就会托
底。魏先生说，他经常看见有不
熟悉路况的外地车辆，因为车速
过快躲避不及掉进坑里。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将这条
铁路线的周边整修一下。”采访
中不少市民表示，潍州路是通往
安丘、峡山等县市区的要道，如
果路况不好的话会给交通造成很
大的压力。

知道

16日滨海开通

BH2路公交线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宋昊阳)
16日，记者从潍坊市公交总公司了
解到，从16日起，潍坊市公交总公
司开通区内BH2路公交线，这也是
滨海区拥有的第5条公交线路。

16日，记者了解到，为突破滨
海区开发、助推蓝黄经济快速发
展，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从7月
16日起，潍坊市公交总公司开通区
内BH2路公交线，以方便滨海区域
内沿途市民出行，具体开设情况如
下：

BH2路(滨海区央子汽车站—
潍坊瑞驰公司) ：从滨海区央子
汽车站发车，经海港路—海王街—
临港支路至潍坊瑞驰公司。沿途设
蔡家央子、海王街海港路路口(海
港路海王街路口)、海王之家、海
王街海丰路口、潍坊瑞驰公司等5

个站点。该线路实行一票制，票价
1元，无人售票，IC卡成人卡享受
全程票价八折优惠，学生卡享受全
程票价七折优惠。

据悉，BH2路开通之后，将进
一步增强滨海中心区域辐射带动能
力，促进滨海区经济社会发展，方
便沿途企业职工及群众出行。届
时，滨海区将有 5条公交线路覆
盖。

菜价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丛
书莹)17日，记者从潍坊汽车
总站获悉，该站已与济南、
滨州、莱芜、烟台等地建立
异地联网售票业务，在潍坊
就可以买到上述地方发售的
车票，而且免收手续费。

17日，记者采访了解到，潍
坊汽车总站已设立异地联网
售票窗口，市民可在潍坊汽车
总站购买济南、滨州、莱芜、烟
台、青岛、东营等地发售的车
票，且不收手续费。

记者在汽车总站看到，

已有不少市民在此处购票。
潍坊汽车总站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这项业务大大节省
了 乘 客 时 间 ， 受 到 广 泛 欢
迎。例如，发往菏泽的班车
在潍坊汽车总站的发车时间
是早上7点多，如果赶不上这
趟车，乘客当天可能就无法
成行，于是乘客需到济南中
转，先买到济南的车票，然
后再去济南汽车站排队买到
菏泽的车票。而异地购票业
务开展后，乘客可以在潍坊
买中转城市等异地的车票，

省去了乘客的麻烦，可以做
到在中转站不用出站就能直
接上车。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济
南汽车站和滨州汽车站的异
地票卖得最好。并且，潍坊
汽车总站售出的异地票和在
当地购买的车票一样，可在
当地改程、退票，不用再回
潍坊办理。

此外，旅客还可在异地联
网的济南、青岛等地购买潍坊
汽车总站发往全国主要城市
及地区线路班车的车票。

潍坊可购异地
汽车票了
包括济南、滨州、莱芜、烟台等地，免手续费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董惠)

近段时间，各地阴雨、桑拿天轮番
上场，给蔬菜生长、储存及运输等
都造成了不小影响。17日，记者采
访发现，近期，蔬菜批发价格一路
高升，且涨幅明显，蔬菜零售价格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17日，记者从中国寿光蔬菜
指数网了解到，自7月11日开始，
蔬菜批发价格就开始一路飙升。
其中7月11日价格指数为86 . 35，到
7月16日，已升至98 . 7 6，上涨了
12 . 41个百分点，涨幅较为明显。
其中，如芹菜批发价每公斤1 . 2

元，上涨20%，大白菜每公斤1 . 38

元，上涨28 . 97%。对于价格上涨的
原因，据分析本周各省份降雨天
气频繁，对蔬菜生长及运输带来
不利影响，菜价回升。另外，随着
天气变得炎热，蔬菜生长进入低
产期，产量下降，蔬菜不易长时间
储存，也是催高菜价的原因。

17日上午，记者来到福寿街
一家超市看到，除了一些易于储
存的蔬菜外，各类绿叶菜均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多种蔬菜零
售价涨幅达三成。

阴雨、桑拿天

催涨菜价

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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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起，去寿光赏荷吧
林海荷花节开幕，为期三个月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
蒙蒙 实习生 高珊)17日，
2013中国(寿光)“水上王城”
原生态之旅暨第六届山东寿光
林海荷花节系列活动在寿光双
王城生态经济区开幕。记者采
访了解到，本届林海荷花节活
动内容丰富，2000亩荷花竞相
开放，是市民避暑度假赏荷花
的绝佳去处。

17日，记者从开幕式上了
解到，本届寿光林海荷花节以

“同享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
活动时间从7月17日至10月17

日。寿光林海生态博览园位于

寿光市西北部的双王城生态经
济园区内，占地面积667万平方
米。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内2000

多亩荷花竞相开放，“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在林海生态博览园内不仅
有大片的沿海防护林、风景
林、经济林形成的盐碱地森林
景观，还建有东方不沉湖及温
泉度假区、休闲垂钓中心、霜
雪湖水上运动中心、天然湿地
保护区、高尔夫练球场、素质
拓展培训中心、荷香园及槐香
园服务区、百果采摘园、动物
角、儿童乐园、林海锦都大酒

店等一系列娱乐和服务设施，
形成了千亩荷花观赏、体验东
方不沉湖、畅游二十里黄金湿
地水道、农林渔盐业观光、宁
国寺礼佛祈福、果蔬采摘为主
题的六大旅游品牌。

记者采访了解到，中国
(寿光)“水上王城”原生态之
旅、双王城洰淀湖风景区也于
17日同步开启，试运营时间为
7月17日至10月17日。活动期
间，将举行自行车有氧运动骑
行，全国越野车场地争霸赛等
活动，在寿光形成“逛菜博
会、游双王城”的品牌效应。

重点
资讯

潍坊为小微企业出口护航

90家企业免费享出口保险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韩

杰杰)17日，记者从潍坊市财
政局获悉，为帮小微企业出口
护航，潍坊市财政采取“信保
易”的扶持方式，免费为小微
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目前
已选取中心城区90户小微企业
免费入保，共免除保费350万
元，其中财政补助70万元。

经济形势严峻，产品出口
了无法收回货款，怎么办？相
比大企业，小微企业在风险面
前更加弱势。而入了出口信用
保险，投保企业遇到买方破
产、拖欠、拒收货物等商业风
险，或者买方所在国家发生战

争、动乱、贸易管制、外汇管
制等政治风险，将能够获得保
险公司相应赔偿。

为解决小微企业“有单无
力接”、“有单不敢接”的问
题，促进小微企业做大出口规
模，潍坊市财政采取“信保
易”的扶持方式，免费为小微
企业提供出口保险。具体做法
是财政部门、商务部门、信保
公司三方联合选择一批成长性
较好的小微出口企业加入“信
保易”，保险费用信保公司优
惠减免80%，市财政补助其余
20%，出险后由信保公司按合
同予以赔付。

截至目前，已选取了中
心城区90户小微企业免费入
保 ， 担 保 金 额 共 6 9 6 1 万 美
元，为小微企业免除保费350

万元，其中信保公司优惠减
免 2 8 0万元，财政补助 7 0万
元。今年上半年，信保公司
共收到“信保易”保户出险
索赔金额12万美元，全部按
照合同约定和相关程序给予
赔付。“信保易”保险也很
好地推动了小微企业扩大出
口，1-5月份90户入保小微企
业完成出口额2650万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270万美元，
逆市增长11 . 3%。

曝光台

谁来给管管？

旧铁路线破损

“栽了”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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