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董梦婕

6月7日，2015年高考正式拉开
帷幕，连续两天最气温高达35℃左
右，考场内，无声的硝烟战正在进
行，考场外，满怀殷切期望的陪考家
长在高温下焦急等待。为了回馈社
会各界长期关注与支持，菏泽沁园
净水器公司决定高考期间在市二十
二中和市二十一中两处考点搭建站
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饮水服
务，在这炎炎的夏季送去一份清凉
和祝福。

7日早上7时许，菏泽沁园净水
器公司工作人员已经赶到考场外搭
建帐篷、摆放饮水机，除了提供免费
纯净水外，还供家长们遮阳避雨、休
憩等候。工作人员表示，虽然工作会
比以往累，但是家长和考生的压力
更大，希望这次活动能为他们提供

一点帮助。
贴心的服务赢得了广大考生和

家长们的赞誉，一位陪同儿子来高
考的家长说：“俺家用的就是沁园净
水机，对水质量很放心，这回在考点
外面设点提供免费水，给孩子和我
们家长提供了很多便利，这就是企
业责任心的体现。”“沁园公司的免
费赠饮活动很贴心，看这一桶桶水
都是免费送的，必须得点个赞。”同
样陪孩子参加高考的周女士喝着免
费水也连声称赞。

除此之外，菏泽沁园净水器公
司还参加本报的“爱心送考”活动，
做送考司机主动为考生保驾护航。

“菏泽沁园净水器公司多年来
一直为高考提供免费赠饮、义务送
考等力所能及的服务，为的是全力
做好、做优后期服务，让考生和家长
安心侯考。”菏泽沁园净水器公司总

经理郭海兰说，这项公益活动还会
一直做下去，贡献企业的绵薄之力。

据了解，沁园秉承“为人类饮水
健康而奋斗”的理念，17年专注净水
的生产，是中国第一台饮水机专用
净水器发明者，是国家家用电器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净水器及其系统标
准化工作组组长单位，业内首获国
家科技技术进步奖，曾牵头起草《家
用及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等
14项国家及行业标准，获400余项国
内外专利。

沁园不仅是世界上第一台饮水
机专用净水器也是世界上第一台无
热胆速热型饮水机的发明和制造厂
家，已先后获得数百顶国内外专利，
是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创建企业，也
是我国民用水处理行业的“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获得者，同时还
荣获“国家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

造项目”、“国家重点
新产品”、“国家财政
部科技三项资金补
助项目”、“九五国家
技术创新优秀新产
品”、“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等数十个重大
国家级奖项。

“健康生活不仅
需要喝上干净的水，
更要用上干净的水，
从04年开始代理沁
园品牌已经近12年
了，代理前曾对沁园
产品的质量、信誉度
进行了全面了解和详细考察，现在
该净水产品凭借先进的多级净水技
术、人性化的设计和良好的口碑已
经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时下家庭净水
的最佳选择。”郭海兰说，沁园根据不

同场合、不同需求，打造出厨房净水
机、直饮机、管线机、软水机、全屋净
水机、商用机、小型净水机七大产品，
可满足消费者的全部用水需求，致力
于打造健康饮水防线。

沁沁园园爱爱心心送送水水助助力力高高考考莘莘莘莘学学子子

菏泽沁园净水器公司搭建站点为考生和家长免
费供水。本报记者 邢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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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治治市市容容市市貌貌 还还路路还还净净于于民民
菏泽城市管理部门一上午清理违规经营20余起

本报菏泽6月9日讯 (记者
袁文卿 ) 9日上午，菏泽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多个中队联
合对市区曹州路、三角花园周边
的零星摊点和占道经营行为进
行集中治理。在此行动中，共治
理店外经营、违规搭建、占道经
营等行为20余起。同时对违规搭
建的设施进行了现场拆除或限
期拆除，并按照有关规定对部分
经营用具进行了暂扣。

据了解，曹州路与青年路路
口往西一段曾经是自发形成的
花卉、宠物市场，但随着市场的
繁荣，占道经营现象严重。为此，
菏泽市政部门统一规划了新的
花卉宠物市场。新市场启用后大

部分商户都迁至新市场经营，但
仍有部分商贩仍拒绝进驻、占道
经营，严重影响了道路的整体规
划和市容市貌。

9日上午9时，在曹州路老花
鸟市场，记者看到许多卖金鱼的
商家将鱼缸、假山等商品直接摆到
了人行道上。商户们见到执法队员
后才开始往店里收东西。执法人员
告诉记者，之前就已经对沿街商户
下发了整改通知，但是现场情况表
明，很多商户并没有按期整改。随
后执法队员按照有关规定对部分
经营用具进行了暂扣。

三角花园丹阳路口附近，一
家售卖宠物的商贩在人行道上
建立起了活动板房，并且还在板

房内铺设了地砖。城管执法人员
通知其限期整改后，该商户将活
动板房移动至曹州路上的人行
道上。9日，执法队伍对其进行了
最后通牒，令其将活动板房搬离
人行道。在三角花园的商铺原
址，执法人员将商铺私自铺设的
地砖全部翘开，使人行道路面重
现天日。

据悉，在此前的5月29日，菏
泽城管对该路段一处违规搭建
的棚厦拆除时，遭到一对夫妇的
暴力阻挠。两人先后向城管谩
骂、打耳光，随后又向城管人员
泼洒粪便。6月2日，菏泽牡丹区
警方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将犯罪
嫌疑人黄某刑事拘留。

梦想书屋

又添20册爱心书

本报菏泽6月9日讯 (记者 李德
领) “我们也想尽一份微薄力量。”9
日下午，菏泽市民段女士专门来到本
报今日菏泽编辑部捐赠了20本课外
书，为“梦想书屋”添砖加瓦。

“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捐赠‘梦想书
屋’的消息，觉得很有意义。”段女士
说，她的孩子阎怡霖在报纸上看到捐
赠梦想书屋的活动，就让她把课外书
捐了出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更多
孩子遨游在知识的海洋。

记者看到段女士捐赠的图书有
《苦儿流浪记》《智力拼图》《意林》《绘
心》等，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阅读，

“虽然书不多，但代表了孩子的一份心
意。”段女士说。

“梦想书屋——— 爱心行动”，是齐
鲁晚报·今日菏泽编辑部发起的一项
大型公益活动，面向社会征集爱心图
书，在菏泽乡村学校建立“梦想书屋”，
让更多孩子在书香氛围中快乐成长。
活动启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2012年5月24日，本报第一个“梦想书
屋”在郓城县玉皇庙镇马湾村光明幼
儿园挂牌，截至目前已经捐建15座“梦
想书屋”。

一本好书可以开阔孩子们的视
野，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一本好书
可能改变孩子们的一生。本报常年向
社会征集图书，不管是能开阔学生眼
界的新读物，还是适合孩子阅读的名
著，只要是适合孩子阅读、八成新以上
的书，您都可以捐到“梦想书屋”中来。
如果您个人或企业愿意捐赠一个书屋
(1000册以上图书)，书屋将出现“XX
企业(个人)捐赠”字样。捐赠热线电话
15054655267。捐赠地址：菏泽市中华
路凯瑞国际10层新闻中心。

本报菏泽6月9日讯 (记者
李德领 ) 未来三天气温都

要突破35℃了，虽然10日有雷
阵雨这把“遮阳伞”，但当日最
高气温也在35℃，市民外出时
要做好防晒措施。

看着飙升的气温，市民最
期待的莫过于能有个“凉快

天”，10日，市民可能会盼来这
样的天气，据菏泽市气象台发
布预报，10日会有雷阵雨，当
日雷阵雨时会有5-6级阵风。
但现在也正是小麦收割的季
节，希望广大粮农要及时关注
天气变化。

据菏泽市气象台9日15时

发布预报，未来三天虽有雷阵
雨，但气温不曾下降，一直持
续在35℃左右，市民出行时要
做好防晒措施。

未来三天具体天气情况
如下：9日夜间到10日白天，多
云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5℃，
最低温度23℃，南风3-4级，雷

雨时阵风5-6级。10日夜间到
11日白天，雷阵雨转晴，最高
温度34℃，最低温度23℃，南
风转北风3-4级，雷雨时阵风5
-6级。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
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6℃，最
低温度22℃，北风3-4级。

虽虽有有雷雷雨雨天天，，气气温温却却不不降降
未来三天菏泽气温均在35℃左右

如如何何防防辐辐射射 环环保保达达人人有有妙妙招招
菏泽环保达人路畅分享室内防护电磁辐射知识

本报菏泽6月9日讯 (记者
袁文卿 ) 本报联合安利菏

泽分公司推出“寻找菏泽环保
达人”活动，向市民征集低碳
生活小窍门、分享自己的环保
理念，引得众多市民积极参
与。环保达人路畅是一名营养
讲师，她向大家分享了居家生
活节能减排小常识。

作为一名营养讲师，路畅
经常会外出给人们做讲座。在
进行营养学讲座时，她也会把
一些环保知识向听众们分享。

“我觉得环保不仅要在自己的
生活中环保，也要力所能及地
将环保理念和环保知识向大
家推广。”路畅说。

路畅向记者分享了如何
在室内防护电磁辐射的知识。
首先要自觉遵守国家标准，正
确使用电脑、手机、微波炉等
办公设备和家用电器。家中电
器摆放不能过于集中，卧室中
尽量少放家用电器。电器的使
用时间不宜过长，尽量避免同
时使用多台电器。

减少使用吹风机和电动
剃须刀的使用时间，可以减少
电磁辐射。电脑显示频可以加
装荧光屏防护网。带有显示器
的电器最好经常擦拭，清除灰
尘的同时，也就把滞留在里面
的电磁辐射一并清除掉了，可
以有效地防止辐射对健康的
危害。

如果您有新颖的低碳生
活小窍门和大家一起分享，或
者是好的低碳生活方法，可

关注齐鲁晚报今日菏泽官方
微 信 — —— 牡 丹 传 媒
( q l w b h z ) 、发 送 邮 件
qlwbjrhzldl@163 .com，分享
您的环保理念，本报将选择
好的创意进行刊登。对于提

供金点子的读者，本报将赠
送安利环保嘉年华游览券一
张，读者可凭游览券进入“环
保嘉年华” 活动现场，在游
戏中学习环保知识，加深对
环保理念的理解。

环环保保达达人人路路畅畅生生活活照照。。

执法队员清理摊主私自在人行道上铺设的地板。本报记者 袁文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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