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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县县物物价价局局召召开开专专题题会会
贯贯彻彻县县经经济济工工作作会会议议部部署署

19日，商河县经济工作会
议召开后，县物价局立即召开
专题会议进行传达学习。局长
白朝阳主持会议并讲话。

白朝阳认真分析研究了
当前物价工作形势，并结合单
位实际，周密部署了2017年物
价工作，制定了工作计划，明
确了四项落实措施，要求迅速
进入工作状态，以严谨的工作
态度，良好的工作作风，认真履

职尽责，塑造物价良好形象。
白朝阳介绍，围绕扶贫解

困工作任务，结合“双联双促”
活动，发挥“第一书记”桥梁作
用，凝心聚力、多措并举，以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
增收为根本目标，多方协调，
争取资金、政策支持，实施产
业扶贫就业帮扶，全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

（物价宣）

商商河河县县林林业业生生物物标标本本室室投投用用

近日，商河县林业生物标
本室建成投入使用。该标本室
主要是基于2014-2016年开展
的第三次林业有害生物普查
所采集、制作病虫害标本建设
的。这次普查共在商河县发
现、采集和记录林业有害生物
507种，天敌昆虫118种，制作
生活史标本7种，制作各类标
本2700号，拍摄林业有害生物
照片497种。

标本室位于县林业有害生
物监测防治研究中心2楼，面积
约50平米，主要包括林业生物
标本展览、展板宣介、多媒体展
示等三方面内容。展览橱内共
展览各类昆虫标本200多种，病
害标本50多种，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大鸨实物标本1只。

标本室全部建成后将对
学生和社会公众开放。

（通讯员 卞晓阳）

城城区区多多处处占占道道经经营营被被清清理理

清理街头占道经营、规范
乱停乱放车辆……自2月16日
开始，商河县掀起了为期100
天的交通秩序集中大整治行
动。

按照交警大队集中开展
交通环境综合整治的统一安
排部署，行动开展以来，三、四
中队联合对银河路、长青路等
路段的停车秩序进行整治。该
路段机动车维修保养以及经

营电动车的沿街商户较多，破
旧轮胎乱堆乱放，待销售的电
动车停放在店门口的停车位
上，导致部分停车位被肆意占
用，机动车无法正常停放。执
勤民警对经营业主违规占用
停车位的行为进行教育劝阻，
通过持续高效的工作，现已清
理违规占用停车位的行为8
处，交通环境综合整治取得初
步成效。（通讯员 刘志海）

再再次次酒酒驾驾被被吊吊销销驾驾照照罚罚千千元元

自2月16日开始，商河县
掀起为期100天的交通秩序集
中大整治行动。

17日，商河交警查处一起
再次酒驾违法行为，违法行为
人赵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
吊销驾照并处罚款1000元的
重罚。

原来，赵某驾驶灰色鲁A
牌照长安牌小型普通客车沿
商展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商东
路交叉路口西侧时，被商河交

警一中队执勤民警示意靠边
停车接受例行检查，经现场呼
气酒精检测，其检测结果为
57mg/100ml，赵某系酒后驾驶
机动车。

办案民警通过公安网络
信息系统查询，发现赵某于
2012年4月27日因酒后驾驶曾
被商河交警查处过，赵某此次
酒后驾驶机动车属于再次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
（通讯员 刘志海 孙杨）

挂失 济南三发置业有限公司商河分公司出具的付其伟于
2015年7月8日交款142782元、收据号为0003786的收款收据丢失，
特此声明。

17日，商河县安委会制定
下发了《关于立即开展安全生
产 大 检 查 的 通 知 》商 安 发

〔2017〕2号，根据文件要求，
县安监局迅速成立检查组，
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大
检查活动。目前，大检查活动
正在持续进行中，接下来将
进一步突出问题整改，严格
督查检查；严格执法，严厉处
罚问责，对重点单位隐患整

改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
对已责令停止设备使用的企业
逐一复查。

自18日起，商河县安监局
组织工作人员和安全技术专家
放弃双休日，迅速对全县涉氨
制冷企业开展全面集中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重点检
查企业液氨储存和使用过程
安全监控措施是否到位；氨
机房、冷冻间有无安装氨气

浓度超限报警系统；库房消
防通道设备是否合理；紧急
疏散出口是否通畅；氨机房
紧急卸氨器是否设置消纳缸
或收集水池等。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检查人员向企业下达了相关执
法文书，责令企业限期对安
全隐患进行整改，督促企业进
一步加强安全管理，确保生产
安全。 （安委宣）

危危化化品品安安全全生生产产大大检检查查进进行行中中

安监部门进行安全生产检查。

《《名名校校名名师师名名卷卷》》助助力力高高考考冲冲刺刺
衡水中学等24省名校名师精准“预测”,即日起接受预订

本报2月22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夏宝讯） 21
日下午，不少商河人开始“掐着
表”等雪。平阴、长清等地率先
降雪，商河的雪直到17时40分
许才开始慢慢飘来。“等雪等得
真不容易，这次天气预报挺靠
谱。”市民王先生说道。齐鲁晚
报记者在商河县气象局了解
到，商河县此次降水达到4 . 9
毫米，属于大雪级别，降雪形成
主要是受江淮气旋和强冷空气
影响，初春降雪现象较为常见。

此次降雪承载了大家太多
的期待。“感觉好久都没有看到
雪了，希望这次雪下得认真
些”，网友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

的话语。总体来说，此次降雪
“挺认真”，雪花洋洋洒洒飘落，
没多久，路面开始出现了厚厚
的积雪。除了相关部门竭力扫
雪之外，不少商河人开始出门
玩雪。有的人在雪地上写字，在
广场上堆雪人，更有一对情侣
漫步雪间，“好想一起到白头”
撒了一把好狗粮。

今春首雪撩人，几处浪漫，
几多情怀外，也带来了很多实
实在在的好处。据商河县气象
局的工作人员讲述，此次降水
有利于净化空气、增加土壤湿
度、缓解流感等疾病的发生。眼
下，商河全县都进入了春灌，此
次降水过后，小麦可以不用浇

灌“返青水”，每亩地能省下三
四十元钱呢。

降雪过后，未来几天气温略
低，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防寒保
暖。雪天路滑，注意出行安全。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情况如
下：

23日晴间多云，北风2～3
级，最低气温-7℃，最高气温
5℃。

24日晴，南风2～3级，早晨
气温较低，白天气温开始回升。

25～26日晴间多云，北风
转南风都是3级，气温逐渐回
升。

27～28日晴，南风3～4级
转北风2～3级，气温变化不大。

全全县县降降水水44 .. 99毫毫米米，，这这场场大大雪雪挺挺““认认真真””
净化空气、“喂饱”了小麦，春雪好处多多

本报2月22日讯(记者 郭
立伟) 由齐鲁晚报联合全国
23家主流媒体教育专刊统筹策
划，邀请全国24省(区)24所名
校组编的《名校名师名卷·2017
全国24省(区)24名校高考模
拟试卷与提分要诀》( 简称

《名校名师名卷》)，已由陕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总 社 出 版 面
市。该名师名卷凝聚了2 4省
(区) 2 4所名校120位在职权
威名师的智慧，分享了全国
24省(区)24所名校优质的教
育资源。名师名卷面市后，已
收到全省1 0 0多所学校学生
和家长的订阅，对名卷表现
出高度认可。

据统计，2016年高考《名
校名师名卷》与全国Ⅰ卷文
科数学相似题型总计111分，
相似度高达 7 4%。全国Ⅱ卷
文科数学中的真题，有123分
题在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
名卷》中可以找到相似题或
同考点题 ,相似度达82%，其
中选择题中的集合、椭圆的
离心率、三角函数图像同考

点的试题出现高度形似题。
全国卷数学理科试题Ⅰ卷有
9 7 分 ，Ⅱ 卷 有 8 9 分 试 题 与
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
中试题相似，相似度分别达
到64%和59%。

参与命题的名校中，近3年
来，高考一本院校录取率，北
大、清华录取人数均居本省区
前列。其中，多家名校在全国享
有盛誉。山东省参与命题学校
济 南 市 历 城 第 二 中 学 ，在
2015年高考中，历城二中任
课老师李正华所带班级语文
平均分123分，66人全部上一
本线，最高704分被清华大学
录取；全班总平均分634分，
基本都被“211”“985”等国家级
重点高校录取；河北衡水中学，
2016年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数
均超过139人,全国第一，由其
倡导的衡水中学教育模式受到
教育界的关注，被誉为“衡水神
话”。

2017年高考《名校名师名
卷》全国24省(区)预订启动,齐
鲁晚报是山东省独家代理。《名

校名师名卷》一套试卷198元,
省内省外邮费均10元,需要邮
寄共付款208元,3月中下旬统
一邮寄。

预订电话:0531—84888468
也可添加13608929970(手机

号即微信号)纵老师(可通过微
信-添加朋友-搜索手机号-添
加“纵”为好友)，微信预订留言
格式:家长姓名+手机号+学校
+文/理+邮寄地址(具体到门牌
号)

友情提示 :因预订人数较
多,如遇忙线,请耐心拨打,可短
信或者微信报名预约。

付款方式:
1 .微信转账:

微信添加好友,留言“家长姓名
+预订试卷”,直接转账对方

2 .银行转账:
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济

南 和 平 支 行
(6228480259027195777)持卡人:纵
瑞东

自提地址 :山东济南历下
区泺源大街2号山东传媒大厦
306齐鲁晚报教育工作室

孙孙集集镇镇拱拱棚棚早早春春大大白白菜菜44月月上上市市

孙集镇自2016年多次组
织群众外出参观学习，引进
四膜覆盖拱棚和早春大白
菜种植品种，采用标准化滴
灌、精细化种植、无公害管

理等技术，保证大白菜的品
质好、效益高，预计每亩产量
8000多斤，将于4月份收获上
市，亩均收入可达万余元。

（通讯员 赵全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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