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鲜核桃大量减产，价格明显高于往年，鲜核桃多
在11元至14元一斤，和去年干核桃的价格相当。这使大家
不禁感叹今年吃山核桃要贵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金果
子”如今变成了“黑蛋蛋”，9月8日，记者来到垛庄镇邵庄
村，听听村民的心声。

车辆在无减速带的道路
行驶。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邢振宇）
8日，章丘市“中国体育彩票杯”第

四届全民运动会闭幕。来自全市各
行各业的88支代表队1 . 3万余人参
赛，比赛项目涉及面之广、参赛单位
之多、运动员人数之众，再创章丘市
历届运动会之最。

第四届全民运动会从8月8日到
9月8日为期一个月的时间，举办了
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门球、象棋、
围棋、第九套广播体操、广场健身
舞、踢毽子、跳绳及趣味运动比赛等
项目。本届大会共设9大类竞赛项
目，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88支代表
队13000余人参赛，比赛项目涉及面
之广、参赛单位之多、运动员人数之
众，再创章丘市历届运动会之最，是
一届“规模大、有特色、形式新、高质
量”的体育盛会。

章 丘 将以本届运动会为契
机，广泛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和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广大人
民群众参加体育锻炼、全面提高
身体素质的自觉性，掀起全民健
身的新热潮。

市第四届

全民运动会闭幕

本报9月9日讯（通讯员 谢印
孟岳） 9日，记者从章丘市人社

局获悉，日前，章丘市招募“三支一
扶”大学生面试工作结束。今年章
丘市共招募12个岗位，从150名报名
者（本科144人，硕士6人）中通过笔
试选拔36人参加面试。

此次面试采取结构化、半结构
化面试方式，主要考察考生的语言
表达、组织协调能力、综合分析能
力及举止仪表等。“三支一扶”大
学生招募工作自 2 0 0 6 年实施以
来，已招录“三支一扶”人员 1 8 9

人。招募的高校毕业生服务期间
给予每人每月1800元工作生活补
贴（含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部
分），经费由市、县两级财政承担；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单位缴纳部
分由市财政承担。

为了鼓励高校毕业生参加
“三支一扶”计划，章丘市还给出
了多项优惠政策，从2009年起，到
乡镇事业单位服务的高校毕业生
服务满一年后，在现岗位空缺情
况下，经考核合格，即可与所在服
务单位签订不少于 3年的聘用合
同。

“三支一扶”

面试结束

核核桃桃树树上上结结出出““黑黑蛋蛋蛋蛋””
不少核桃树患上“黑核桃”病，今年鲜核桃大量减产

小小区区车车速速过过快快，，居居民民盼盼装装减减速速带带
交警部门：安装减速带可申请,私自安装可能会被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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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城事

本报9月9日讯（见习记者 杜
彩霞 通讯员 范德琳） 9日，记
者从章丘工商分局绣惠工商所获
悉，近日绣惠工商所部署开展针
对校园周边环境的整治行动，共
检查食品经营户、旅馆、餐馆等业
户110家，取缔无照经营8家，有效
地净化了校园周边市场环境，确
保了农村和校园周边食品消费安
全。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主要
对110家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店、旅
馆、餐馆、食品流动摊点、食品加
工点等进行检查。取缔无卫生许
可证、无营业执照的经营户8家。
行动中加强对经营者食品安全的
宣传，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督促
其落实索证索票、进货查验、进货
台账等制度，促进其守法经营。

8家校园周边店

无照经营被取缔
本报见习记者 支倩倩

“家里有一棵核桃树，去
年收了四五十斤核桃，今年
只收了四五十个。”邵庄村村
民孟大姐在自己的餐馆附近
有一棵年数已久的核桃树，
每年都能收不少核桃。可今
年家里的核桃树不仅产量大
幅下降，质量也不高，收到家
的四五十个核桃都是“黑蛋
蛋”，基本上不能食用。

该村一位姓高的村民告
诉记者，家里大大小小的核
桃树有十多棵，每年仅核桃
收入就有两千多元。今年核
桃丰收，他预计收入可以突
破四千元，可是眼看着核桃
就要成熟了，不知什么原因，
好 好 的 青 皮 都 变 成 了“ 黑
皮”，到了收获时，一多半都
变成了“黑蛋蛋”。

记者了解到，“黑核桃”
现象在垛庄镇还有很多，这
种“黑核桃”难加工，成色不

好，核桃仁也不饱满，有的
甚至没仁，卖不上好价钱，
严重影响产量和收入。垛庄
镇 农 委 主 任 胡 昌 源 告 诉 记
者，“黑核桃”病在全镇普遍
存在。目前全镇能结果的核
桃有万余亩，估计今年有百
分 之 六 七 十 的 核 桃 树 出 现

“黑核桃”现象，部分村的核
桃树基本绝产。目前鲜核桃
多在11元至14元一斤，和去
年干核桃的价格相当，由于
核桃尚未晒干，不少村民估
计 今 年 的 干 核 桃 能 卖 到 每
斤20元以上。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金
果子”如今变成了“黑蛋蛋”
呢 ？胡 昌 源 说 ，今 年 3 月 左
右，正值核桃开花，一场大
雪把很多核桃花冻死。另外
今年的举肢蛾特别严重。目
前镇上正打算把这些“黑核
桃”都收集起来烧掉，看看
能不能消灭这种“黑核桃”
病。核桃的青皮都变成了“黑皮”。

近日，本报接到读者反
映，位于山泉路上的明珠东
南区29号楼和35号楼之间
的路面高低落差大，过往车
辆的车速普遍较快，由于旁
边就有幼儿园和小学，小朋
友比较多，存在较大的安全
隐患，他们希望安装几条减
速带让车速降下来。9月6
日，记者前往明珠东南区进
行了调查。

记者来到了读者反映的明
珠东南区29号楼和35号楼之间
的道路进行调查。记者发现，此
处路段虽然路面不宽，但属于路
面斜坡的中间部分。坡度较大。
该路段有一所小学，而不远处就
是学校的大门。

“之前我们向物业反映过这
个坡度大、车速快的问题，物业当
时说是修路，现在路修完了，就没

动静了。”居住在明珠东南区29号
楼的王大爷对记者表示，“这条路
的两头分别是小区的两个进出车
的大门，由于南高北低，从南边过
来的车基本上车速都挺快，对孩
子不安全。”附近居民王女士也
说，以前没修路的时候，路不好
走，汽车还不大走这边，以后路修
好了，车速也快了，她以前还经常
带着孙子在楼下玩，现在都不放

心让孩子自己在路边玩。
记者沿着这条路一路往北

走，发现百余米的道路上没有安
装一条减速带，而且在记者步行
的同时，有不少私家车以较快的
速度通过。确实增加了不少安全
隐患。“每天上下班在小区内都
会有车辆从身边经过，每次都担
心车辆会碰到自己。”居民王先
生指着道路对记者说。

记者调查1
百余米的下坡路

没有一条减速带

记者调查2
附近小区道路上

安了多组减速带

除了业主反映的这一处地
点外，记者又前往明珠东南区
的其他路段了解情况，发现无
论道路宽窄，小区内都没有安
装减速带。据居住在这里的李
先生表示，整个小区由于都是
南高北低，按理说从南边过来
的车车速应该都不慢。“总之
东南区的所有小区内的道路

基本上都是斜坡路，都没有一
条减速带。”李先生对记者说，就
算没有减速带，物业也应该写个
提示标语，提醒司机注意车速。

“隔壁的明珠南区和北区里，有
些道路不是斜坡也都有减速带，
而且不止一条呢。”李先生告诉
记者。

记者来到了位于明珠东南

区旁的明珠南区调查，发现明珠
南区有多个出入口，其中的一个
出入口在道路上安装了并排三
组减速带，这条道路旁也有一所
配套学校，且道路较宽。而在对
面的明珠北区，也有几组减速
带。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明珠小
区的规模较大，部分单位宿舍的
门口道路也安装了减速带。

交警说法3
安装减速带可申请

交警组织考察评估

记者来到了明珠东南区的物
业咨询相关情况，物业工作人员
介绍说，明珠南区和北区的这两
条道路虽然是小区内的，但这条
道路往北可以直接到达汇泉路，
往南也可以到达铁道北路，所以
也属于小区的主干道。为了控制
车速，他们向相关部门申请安装
了减速带，但明珠东南区的所有
道路属于小区内部道路，道路也
不是主干道，所以就没有安装减
速带。物业工作人员建议业主开

车的时候注意车速，物业部门也
会进行提醒。

“如果小区内安装减速带的
话，可以由物业或者业委会来申
请。”章丘交警大队的一位孙姓
负责人对记者说，小区内业主可
以通过业委会或者物业将需要
安装减速带的位置和数量上报
给当地派出所或交警部门，由他
们邀请相关专家对所修路段进
行考察和评估，如果评估通过，
就可以安装减速带。

“现在很多小区宿舍的减速
带都没有经过审查，全部是私自
安装的，有些安装的数量过多，
也有的安装得不合理，给交通通
行带来不方便。”孙先生对记者
表示，章丘交警队之前已对部分
私自安装减速带的小区进行过
检查和清理，他同时提醒小区业
主及物业工作人员，无论是小区
里还是道路上的减速带，都必须
经过当地派出所及交警部门的
审批后才能安装。

本报见习记者 赵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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