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天最低气温2℃
伴有霜冻

本报济宁10月24日讯

(记者 王海龙 刘守善)

今年的10月26日是山东省

第十六届“环卫工人节”。近

日，济宁市对城区十佳环卫
工人和60名先进个人进行

了表彰。

为营造全社会尊重环

卫工人、珍惜环卫工人劳

动成果的氛围，激励广大

环卫干部职工继续发扬

“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

净”的奉献精神，并表彰环

卫队伍中的优秀个人，济

宁市于22日举行了庆祝山

东省第十六届环卫工人节

暨表彰大会，对褚衍芳等

十佳环卫工人和60名先进

个人进行了表彰。

记者从济宁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获悉，各区环卫
部门壮大了环卫队伍，加大

财政投入，环境卫生工作逐

步向村居、背街小巷、城乡接

合部、出入口等薄弱区域延
伸，从而带动城区环境卫生

水平整体提升，全民参与环

卫工作的氛围更加浓厚。另

外，生活垃圾综合处置升级

改造，推进生活垃圾处置产
业化发展。该项目是实现济

宁市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减

量化、减少二次环境污染的

城市基础设施环保项目，也

是济宁第一个采用BOO模

式运作的城市公用基础设施

项目。竣工投产后能够处理

包括城区、兖州、汶上、嘉祥
和曲阜等县市区的生活垃

圾，从而实现生活垃圾处理

的规模化和集约化，达到社

会资源共享、保护生态环境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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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速读

济宁机械企业

成交额涨两成

本报济宁10月24日讯

(记者 张建丽) 记者从济

宁市气象台获悉，25—26

日全市将出现伴随大风降

温的寒潮天气。冷空气过

后气温将明显下降，降温
幅度在10℃左右，27日早

晨的最低气温可达 2 —

3℃，并伴有霜冻。本周全

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没有

明显降水。

具体预报如下：周一，

阴，北风4—5级，阵风6级，

湖面阵风 7 级，最高气温
12℃，最低气温8℃；周二，

多云，北风3—4级，最高气

温10℃，最低气温4℃；周三

到周四，晴间多云，北风短

时南风2—3级，最高气温
14℃左右，最低气温2℃左
右；周五到周六，多云间晴，

北风转南风2—3级，最高气

温16℃左右，最低气温6℃

左右；周日，多云，南风2—3

级，最高气温15℃，最低气

温7℃。

首届全国执业兽医

资格考试举行

本报济宁10月24日

讯(记者 李倩) 24日，

记者从商务部门获悉，第
10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广交会)上，济宁市

共有14家企业的25个摊

位参展，达成意向和签订

出口订单2893万美元，比

上届上升16 . 6%。其中，

机械企业成交额比上届

上升20 .6%。

在刚刚结束的一期

广交会上，济宁参展企业
共签订实际订单974万美

元，签订意向1919万美

元。参展的14家企业主要
涉及展区工程机械、小型

机械、汽车配件、照明产
品、五金、大型机械等7个

展区。参展主要展品为新

研制的大型制(吹)塑机、

小型修(压)路机及大型
摇臂机床、建筑模板、霓

虹灯、节能灯、各种钉类

等产品。主要客商来源于

欧美、中东、拉美、南美、

东南亚等国家，接待外商

人数比上届增加19%左
右。

机械行业作为济宁

的传统优势行业，本届广

交会上参展的7家机械企

业共成交1589万美元，比
上届上升20 . 6%，客商主

要是中东、南非、东南亚
等国家。山东通佳机械有

限公司展出了新研制生

产的制塑数控加工机械，

也成为本届广交会上的

一大亮点，共达成成交额
260万美元，意向合同额
200万美元。

本报济宁10月24日讯

(记者 范少伟 通讯员

张婷) 10月24日，首届

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在济宁市广播电视大学
举行，这是第一次由国家

统一组织的正规化执业
兽医考试，全市共有近千

位兽医从业人员报名参
加。畜牧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即便开一家宠物
诊所、宠物药店，从业人

员也必须首先通过考试

取得执业资格。

本次考试实行全国

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

一考试，采用闭卷笔试方

式，分为基础科目、预防

科目、临床科目和综合应

用科目四张试卷，总分为
400分。本次考试共有近

千人报名参加，年龄层次

差别很大，有参加工作40

多年的老兽医，也有刚刚

毕业的青年大学生。

记者在济宁市畜牧

局了解到，全国执业兽医

资格考试是评价申请执

业兽医资格者是否具备

从事该项工作所必需的

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考试。

今后，非经考试上岗从事

动物诊疗活动将视同“非

法行医”，兽医管理部门

将依法逐步进行清理。

“执业兽医资格考

试，与执业医师、司法考

试、注册会计师等考试一

样，是对兽医从业人员的

一种准入考试，”畜牧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动物诊疗机构、规模养殖

场、养殖小区、兽药和兽

医生物制品生产等单位

都要配备执业兽医。

济宁表彰优秀环卫工人

10月22日上午，由济宁市政协、威海市政协书画联谊会举办的2010年书画作品金秋展，

在济宁市博物馆开幕。此次共展出油画、国画、书法等近200幅作品，代表了两市书画艺术界

的水平，是两市艺术文化交流新的里程碑。 本报记者 张晓科 王海龙 摄影报道

济威联谊书画展

出港城市 起飞时间 到港城市 到达时间 机型 班期 航班号 航空公司

济宁 20:00 广州 22:10 A319 1 .3 .5 . 7 CZ3520 南方航空

广州 17:00 济宁 19:10 A319 1 .3 .5 . 7 CZ3519 南方航空

济宁 22:40 上海 23:55 737-700 每日 FM9244 上海航空

上海 16:10 济宁 17:35 737-700 1 .3 .4 . 5 . 6 . 7 FM9243 上海航空

上海 15:55 济宁 17:20 737-700 每周二 FM9243 上海航空

济宁 18:20 北京 19:50 737-700 每日 FM9283 上海航空

北京 20:35 济宁 22:05 737-700 每日 FM9284 上海航空

济宁 17:25 成都 19:35 A319 1 .3 .5 . 7 EU2710 成都航空

成都 09:20 济宁 11:20 A319 1 .3 .5 . 7 EU2709 成都航空

济宁 12:00 沈阳 14:00 A319 1 .3 .5 . 7 EU2709 成都航空

沈阳 14:40 济宁 16:40 A319 1 .3 .5 . 7 EU2710 成都航空

济宁 18:35 青岛 19:35 CRJ-200 2 .5 .7 SC4688 山东航空

青岛 16:55 济宁 18:00 CRJ-200 2 .5 .7 SC4687 山东航空

调整后的航班时刻表

济宁曲阜机场航班31日起调整时刻

本报济宁10月24日讯(记者 张建

丽 通讯员 肖福英) 记者从济宁曲

阜机场了解到，从10月31日开始，机场

将执行冬春季航班时刻。同时，旅客班

车的时刻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据介绍，济宁曲阜机场旅客班车

的时刻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每周一、

三、五、七济宁起飞到达广州的航班，

班车发车时间更改为18：00；每日济

宁起飞到达上海的航班，班车发车时

间更改为20：30；每日济宁起飞到达

北京的航班，班车发车时间更改为
16：30；每周一、三、五、七济宁起飞

到达成都的航班，发车时间调整为

15：30；每周一、三、五、七济宁起飞

到达沈阳的航班，班车发车时间更改

为10：30；每周二、五、七济宁起飞到

达青岛的航班，班车发车时间更改为

17：00。发车地点仍然在济宁新体育

馆，市民可拨打电话6666666咨询。

调整后的具体航班时刻详见附表。

考试

天气

广交会

航班

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