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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资讯

野生猪肉让您吃得更健康

布局合理的猪圈，产房，科学
配比的饲料，让聊城生态黑猪特
种禽类养殖场看起来与众不同，
数百头猪仔和成年猪被分栏饲
养，按比例精心调配的饲料分时
段投入栏中，小米渣，糠组成的生
态肥料成为养殖厂内一大亮点，
由此养殖的黑猪真正做到生态。

据了解，精心选种的莱芜黑
和纯种黑猪为市民入口的肉质提
供保障。其中，莱芜黑所产出的猪
肉具有肉质细腻，口味清香的特

点，让人吃起来感觉肥而不腻，瘦
而不柴，相比其他猪肉，具有营养
价值高的特点。

与莱芜黑品种一同喂养的还
有纯种野猪，相比家猪，野猪肉质
更加滑嫩鲜美，以脂肪少，营养价
值高著称，经常食用野猪，能降低
血脂，防治动脉硬化滋润女性皮
肤。

(张超)

地址：湖南路阿尔卡地亚五

星宾馆斜对过(万盛家园销售处)

一汽—大众聊城北斗率先开始实施汽车三包政策

近日，一汽-大众聊城北斗
店宣布自2013年9月2日对旗下
销售的所有大众品牌产品(以下
简称大众品牌)开始实施三包政
策。三包凭证将在用户购车时
提供给客户。此举不仅可以极
大的提高用户满意度，更体现
了一汽 -大众对消费者负责任
的态度。一汽大众相关负责人
表示：“提升消费者满意度，是
我们一项永无止境的工程”。

根据一汽大众大众品牌三

包政策，2013年9月2日起从授权
经销商购买一汽大众大众品牌
家庭用车的用户，均将享受到3
年或 10万公里 (以先到者为准 )
的 车 辆 质 量 问 题 免 费 修 理 服
务，以及2年或5万公里 (以先到
者为准)的有条件车辆更换或退
货保障。

同时，根据一汽大众大众
品牌三包政策，还将为公务用
车提供3年或10万公里 (以先到
者为准)、营运车辆提供1年或10

万公里 (以先到者为准 )的包修
服务。除此之外，一汽大众大众
品牌经销商还将为每次车辆维
修时间超过5天的用户 (运营车
辆除外 )，提供免费备用车辆或
交通补偿。

为保障新质保政策的顺利
实施，一汽大众聊城北斗提前
在备件供应、经销商技术支持、
用户备用车、24小时道路救援
服务、培训等方面都进行了提
升和优化，以更好的服务用户。

聊聊城城市市运运动动会会1100月月1100日日举举行行
为保障运动会期间食品安全，将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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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山东省环境信息与
监控中心，时间9月9日14时。
温 馨 提 示 ：首 要 污 染 物 为
PM10。空气质量指数为101-
150时，减少户外锻炼。

(李军)

（谢晓丽)

明天（星期三）
多云间晴，北风
转南风2～3级，
19～29℃

今天（星期二）
多云，北风2～3

级，18～28℃

天 气

后天（星期四）
多云，南风2～3

级，19～29℃

空气质量指数

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谢晓丽) 聊城市第二届运动会
定于2013年10月10日至15日举
行(部分项目于9月21日先期举
行)。为保障聊城市第二届运动
会期间的食品市场消费安全，
聊城市工商系统将开展流通环
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

记者了解到，本次专项整
治的重点区域和单位为：聊城
市第二届运动会赛场、接待宾

馆及其周边、各县(市)、区城区、
乡(镇)驻地、旅游景区以及车站
区域内的各类商场、超市、小商
店、小食杂店、农副产品和食品
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等；市第二
届运动会食品专供商。

重点食品为粮食、肉类、蔬
菜、奶制品、饮料、酒类、禽蛋制
品、调味品、休闲食品、食品添
加剂等市运会期间市场消费集
中的食品。

据介绍，本次安全整治将
充分发挥食品安全监管追溯应
用系统的作用，全面摸清“市二
运会”期间消费比较集中的食
品种类。加强对“市二运会”食
品专供流通企业的控制力度，
凡涉及“市二运会”专供食品供
货商的县(市)、区局要实行“驻
点式”监管，对专供食品的准
入、交易和退市实行全过程监
管。

城城区区四四条条主主干干道道““十十一一””前前完完工工

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杨淑君) 记者从聊城市统计局
获悉，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今年8
月份，聊城居民消费价格(CPI)指
数同比上涨2 .5%，仍处于“负利
率”时期。数字显示，主要是食品
类价格上涨拉动幅度较大，在八
大类消费品价格指数中，食品类
价格同比上涨4.8%。

统计数据显示，和去年同月
相比，干鲜瓜果类价格继续上
涨，并在食品类中领跑，同比涨
幅达到22 .4%，菜类、粮食、水产
品、干豆类及制品、肉禽及制品、
调味品等上涨幅度较大，分别为

15 .2%、4 .6%、3 .0%、2 .7%、2 .6%、
1 .7%，而蛋类同比下降2 .9%，环
比上涨11 .2%。这主要因为立秋
之后，一些蔬菜的产量降低，禽
流感及漂猪等事件影响逐渐消
除，同时天气凉爽居民食用肉类
食品增多，再加上中秋临近、节
日效应等因素，造成鸡蛋、肉类
及制品食品价格回升。

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八大
类商品“七升一降”，其中，食品
类价格同比上涨4.8%，烟酒类价
格同比上涨0.7%，衣着类价格同
比上涨0.7%，家庭设备用品及维
修服务类上涨3.7%，医疗保健和

个人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2.5%，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上
涨3 .1%，居住类同比上涨1 .7%。
仅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下降
1.5%。

此外，根据统计数字，食品
等十六类商品零售价格中，有十
二类呈现上涨趋势，其中，家具
类零售价格涨幅最大，同比上涨
9 .1%，其次是食品类，同比上涨
4 .7%，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
品、燃料零售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4.8%和3.1%。而家用电器及音像
器材和金银珠宝降幅较大，分别
为5.1%和4.7%。

88月月份份聊聊城城CCPPII同同比比上上涨涨22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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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1917年9月10日——— 段祺
瑞解散国会后，孙中山在广州
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
军政府，就任大总统，并誓师
北伐。

1939年9月10日——— 中日
两军第一次会战长沙。

1952年9月10日——— 欧洲
煤钢联营成员国决定，成立欧
洲联合政治共同体。

1977年9月10日——— 法国
最后一次使用断头台。

1985年9月10日——— 中国
第一个教师节。

2012年9月10日——— 中国
政府发表声明，公布了钓鱼岛
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
线。

山东省2013年全国导游人员资
格考试成绩已经公布，请考生根据
各自的准考证号码，自行登录山东
旅游人才网(www.sdth.gov.cn)查询
考试成绩，查询截止日期为2013年
10月31日。 (杨淑君)

导游人员资格
考试成绩公布

据悉，冠县“千村公路扶贫”专
项行动涉及烟庄村、后十里铺、高
庄、常菜庄、陈菜庄、菜庄集、王黄
城、北寺地、于林头村、平村、北刘
庄、大铺尚和东木堤共计13个村庄，
建设里程22 .7公里。该项工程涉及
项目，路面宽度为4米，路面结构采
用15厘米石灰土基层和15厘米水泥
混凝土面层，工程总投资681万元。

为使“千村公路扶贫”项目尽快
建成，该县交通运输局成立“千村公
路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
实施全县“千村公路扶贫”工作。截
至目前，全县已完成烟庄村、后十里
铺、高庄和平村共计9 .7公里，其余
项目正在进行石灰土基层施工，预
计9月底前全部竣工通车。(杨淑君)

冠县对13个村
进行公路改造

今年暑运已于8月31日结束，但
由于部分大中专院校学生开学、返
校等原因，客流高峰一直持续到9月
8日，9日开始已恢复到平常水平。

8日，报到和返校的学生比7日
少了一半多，到站的学生客流主要
以省内线路和济南、泰安流水线路
为主。“7日、8日聊城大学和聊城大
学东昌学院的新生报到后，这拨学
生客流高峰就过去了。”记者在聊城
汽车总站获悉，当天去往曲阜、枣
庄、滕州、潍坊、黄岛、日照等方向的
学生客流较多。

9日上午，记者在聊城汽车总站
看到，前两天熙攘的学生客流已经
不见，候车厅内多是一些带着编织
袋出去打工的民工，或者就近探亲
的客流。聊城汽车总站工作人员介
绍，下一个客流高峰预计为中秋节
前后。 (杨淑君 邹林)

学生客流高峰
昨日结束

本报聊城9月9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迪) 9日，
聊城市副市长任晓旺在检查城
建重点项目、交通等城建工作时
要求，路网建设要压差进行，保
质提速，力争10月1日前完成卫
育北路、花园北路、振兴路、柳园

北路的快车道改造任务。
任晓旺强调，道路建设、面

层施工要到边到沿，围挡要规
范，确保质量，加快进度，建设精
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对
环路建设要一周一调度，一周一
通报，11月底，要基本完成新外

环路的征地拆迁完成；明年，要
按照一级道路以上的建设标准，
完成聊城外环路建设任务。在城
建工作中要将道路建设和城中
村改造相结合，加快管线、绿化、
基础设施建设、亮化等工作任
务。

莘县重点整治
农用车违法载人

莘县交警大队为及时发现和消
除事故隐患，加强对辖区重点路段
及重点时段巡查力度。通过在重点
路段拉条幅，开启有安全提示的车
载电子显示屏，提醒车辆减速慢性。
整治违规停车、侵占应急车道、不按
规定车道行驶及不按规定变更车道
等交通违法行为。

同时，加强重点整治，对农用
车、三轮车和改装车加强整顿。从严
打击农用车、三轮车和拖拉机违法
载人、从事超长、超宽、超载运输，及
驾驶“四不像”等拼装、改装机动车
上路行驶违法行为。 (李璇)

近日，东昌湖靠近岸边的荷花惨被采摘，本是用来观赏的，如
今却变成了一个个的“光杆司令”。图为8日东昌湖一角，大量荷花
只剩下杆。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光光杆杆荷荷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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