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泰兴旺家园杯”小报童营销秀首日，孩子们克服羞涩，主动推销

面面对对拒拒绝绝，，小小报报童童仍仍说说““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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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是“民泰兴旺家园
杯”2017齐鲁晚报小报童暑期
营销秀活动首日，虽然是入伏
第二天，但酷暑天气丝毫没有
影响到小报童们的卖报热情，
不少小报童早上五点半就在
家长的陪伴下来到取报点。不
足20分钟，部分小报童就已经
卖光了15份报纸。有的小报童
卖报期间遭遇拒绝，仍礼貌地
说“谢谢”。

本报记者 巩悦悦 胡明

从不好意思开口

到大声上前推销

“叔叔，请买份报纸吧。”
13日7时许，在淄博市人民公
园入口处，7岁的马俊楠正向
晨练的市民“叫卖”，但由于声
音太小，刚开始卖出去的报纸
并不多。在妈妈的鼓励下，马
俊楠的喊声明显大了很多，一
位市民主动掏钱买了一份报
纸，马俊楠瞬间信心满满。

在卖出第一份报纸后，马
俊楠见到陌生人不再害羞，而
是主动上前打招呼。“一开始，
他都不好意思说话。等到卖出
了第一份报纸，才逐渐有勇气
推销报纸。”马俊楠的妈妈说，
20份报纸，马俊楠用了不到20
分钟就卖光了。

卖报第一天，不少小报童

不仅摆脱羞涩，还总结出了卖
报经验。要在人流比较集中的
地方卖报，例如商场、公园、公
交站、火车站、菜市场等地。用
微笑和礼貌卖报，将更能打动
路人。刚开始，有些小报童就
遭遇拒绝，但他们仍然礼貌地
对路人说着“谢谢”。

有的小报童舍不得用挣
来的“第一桶金”买水和雪糕。

“我体会到了爸爸妈妈挣钱的
不易，今后我再也不乱花钱
了。”一位小报童说。

小报童组团卖报

相互鼓励中收获友谊

有不少小报童自发组团卖
报，互相合作、相互鼓励。7岁小
报童张一然说：“前年参加营销

秀时，一天卖出了30份报纸，这
次我想超越上回的成绩。”

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到，与张
一然共同卖报的还有其他几名
小报童。他们共有10名同班同学
参与报名，组成了2个小分队，每
5个人一组。他们在卖报过程中
互相鼓励，不到1小时，四人就卖
光了60份报纸。

据一位小报童的妈妈介
绍，以前他们都会盯着孩子卖
报，如今孩子们在一起，家长
们就可以远远“观望”了。

在淄博万象汇，记者还看
到了四五名身着黄色T恤的小
报童。其中一位小报童说，通
过此次活动，他们学会了相互
帮助、协作，大家的关系更好
了，还是和朋友一起卖报更有
意义。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李洋)
近日，淄博天气开启“烧烤模

式”，13日，记者从淄博市气象台
了解到，15日开始淄博将出现降
水过程，本次降水过程将暂时缓
解这几天淄博持续的37℃以上
的高温天气。

淄博市气象台11日13时45分
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
温红色预警信号，实况显示，超
过40℃的有4个区县，分别是高
青、张店、临淄、桓台，其中临淄

区最高气温40 . 9℃，是我省11日
最高气温。11日至13日，淄博最高
气温均超37℃。高温袭城，医院
接诊的中暑患者增多。

据淄博市气象台预报，15日
起，淄博将迎来降雨，由于降雨
强度不大，淄博市最高温仍将持
续在30℃以上，加之空气湿度增
大，“干热天气”将有可能会转变
为“桑拿天”。

正值三伏天，酷暑难耐，市
民应多了解一些防暑降温知识。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以不低于
24℃为宜；市民应适当喝点淡盐
水，多喝白开水；尽量避免在10
时至15时外出，如必须外出，应
做好防晒措施。

淄博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五
天天气情况如下：7月14日，多
云，气温35～24℃；7月15日，雷阵
雨转中雨，气温32～24℃；7月16
日，中雨转小雨，气温31～24℃；7
月17日，阵雨转多云，气温34～
24℃；7月18日，晴，气温35～24℃。

““烧烧烤烤模模式式””过过后后，，““桑桑拿拿天天””又又要要来来
15日起淄博迎来降雨，但强度不大，高温天气将短暂缓解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樊舒
瑜) 由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齐鲁晚报举办的第15届山东
高考招生咨询会(淄博站)专科
高职综合场，将于7月23日在淄
博第五中学(淄博五中)举行。届
时，考生和家长可到现场与近50
所高校招生办负责人进行面对
面交流。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定
位准确，把握市场灵活，毕业生
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好，越来越
受考生和家长的欢迎，在一定程
度上出现了“报考热”,家长和考
生迫切想要了解报考专科院校
的技巧。

从2003年开始，齐鲁晚报
已经连续举办14届山东高考
招生咨询会，这也是山东省内
影响最大、最具权威性的高考
招生咨询会。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考生，
给大家打造一个安心、放心的
与高校面对面的高考志愿填
报咨询平台，2017山东高招会
(淄博站)专科高职综合场将于
7月23日在淄博第五中学(淄博
五中)如期举办，并对所有考生
和家长免费开放。届时，将有
近50所高校招生办负责人与
你面对面交流，如果家长和考
生对学校了解不够，不妨去现

场咨询。
“对高职院校学生来说，

就业是报考的风向标，考生填
报前应详细了解专业的培养
目标、师资力量、课程安排、就
业情况等信息。”省内一所高
校招生办负责人对记者说，这
场高招会给了学生与招生办
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大
家可以更好地对院校有个明
确的了解，在报考志愿上也会
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时间：7月23日(8：00—14：00)
地址：淄博第五中学(淄博

五中)淄博市张店区洪沟路6号
咨询电话：15505338940

近近5500所所高高校校招招办办负负责责人人帮帮你你选选学学校校
2017山东高招会(专科高职场)23日举行，地点：淄博第五中学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马
玉姝 通讯员 魏巍) 由于
连日来的高温酷暑，导致全市
血液库存量不足。12日，176名
淄博市民在得知消息后，自发
到街头献血站奉献爱心，献血
量达6万余毫升。

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到，从
6月下旬到7月中旬，随着气温
的攀升，街头献血人数下降明
显，平均每天只有100人左右，
而最少的时候一天只有66人。

血站工作人员介绍：“实

际上，每天需要180到200人献
血，才能满足临床用血需求。
经过这几天的努力，采血量正
在稳步增加，但是仍有缺口。”

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到，目
前淄博市血液库存整体偏低，
特别是A、O型血液持续在警
戒线上下徘徊，为方便市民夏
季献血，淄博市中心血站已将
淄博市中心医院、淄博商厦两
个献血点的工作时间延长至
21：00。

献血热线：0533-2773152。

高高温温天天血血库库““喊喊渴渴””
117766名名市市民民捋捋袖袖献献血血66万万毫毫升升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张峰) 13日，
齐鲁晚报记者获悉，自7月至
12月底，淄博市交通运输管理
处将在全市开展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安全隐患大排查快整
治严执法紧急行动。

紧急行动检查重点内容
为企业资质条件、经营范围和
经营行为、车辆技术条件、从
业人员资质情况以及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等。

紧急行动期间，对非法违法行
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依法严
管重罚、上限处罚。对发生较
大及以上事故或影响较大一
般事故的，进行通报，并挂牌
督办；进行安全生产约谈；对
事故责任人严厉问责，；企业
停业整顿，整顿达不到要求
的，吊销企业经营资格、缴销
车辆道路运输证。同时，向社
会 公 布 投 诉 举 报 电 话 ：
2179870。

道道路路危危险险货货物物运运输输
非非法法违违法法行行为为将将上上限限处处罚罚

迈迈出出第第一一步步，，胆胆子子变变大大了了
前几天，我兴高采烈的参

加了“齐鲁晚报小报童营销
秀”的活动。

要卖报了，我激动万分，5
点半就和妈妈赶往张店人民
西路领报纸。到了那里，我们
按要求把三张不同的报纸插
在一起为一份。我想：市人民
公园风景如画、游人如织，也
许会有不少买报的吧！刚迈进
大门，我就已经汗流浃背，头
上的汗像豆子般滴落，但我无
一丝放弃的念头。在问第一个
散步的叔叔时，我怀里像有一
只兔子似的，上蹦下跳。没想
到叔叔竟然要了，可真是出乎
意料。迈出了第一步后，我胆
子也就慢慢变大了不少。随

后，每遇到一个人，我便会问：
“叔叔（阿姨）要报纸吗？”有时
他们会摇摇头，走开。原来，不
是每个人都会买报。此时的我
举步维艰，突然一个点子闪过
脑海。我或许可以卖给那些坐
着观看节目的老奶奶、老爷爷
们。我重新鼓足勇气，果不其
然，报纸很快就卖完了。这可
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啊。

通过这次卖报纸，我知
道赚钱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那么容易，它需要早起晚归、
需要头顶烈日、需要多想办
法。所以今后我一定要珍惜
爸爸妈妈的劳动成果，学会
节俭。（小报童 曹存乐）

领完报纸后，小报童在现场插报纸。 本报记者 李洋 摄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罗
静) 近日，淄博市环保部门
通报了2017年第二季度环境
行政处罚情况，9家企业因环
境违法被处罚。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
化肥有限公司因“未按照规定
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
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
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
设备联网”，罚款五万元；因

“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
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
物”，罚款一百万元；因“超过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

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
罚款十万元；因“超过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
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罚款二
百万元。

此外，被处罚的企业还有
山东格尔齿轮有限公司、桓台
志远工贸有限公司、山东海力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博汇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天源
热电有限公司、淄博三利绸缎
印染有限公司、淄博齐林傅山
钢铁有限公司、淄博崇正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

第第二二季季度度99家家企企业业
因因环环境境违违法法被被处处罚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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