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警昨迎来首批入伍新兵
学规章，理短发，新兵开始军营生活
文/片 本报首席记者 聂金刚 本报记者 任小杰

12月11日上午，武警东营市支
队迎来了首批20名新兵，其余三批
新兵将陆续入伍。经过简短的适
应，年轻的新兵们开始了在军营的
精彩生活。

11日上午11时30分，首批新兵
正式抵达武警东营市支队教导队，
支队领导及教导队官兵举行了隆
重的欢迎仪式。新兵在部队吃完第
一顿饭后，班长向新兵讲述了部队
的规章制度，还帮助新兵整理生活
用品。

学叠军被是新兵的必修课，理
短发更让新兵快速融入到了军营
这个大家庭。教导队三班班长郭阔
教起新兵叠被子来一板一眼非常
认真，木板、筷子在他的手里都成
了听话的工具，新兵们看得出了
神。随后班长给新兵洗脚，排长给
新兵揉脚，时刻温暖着新兵的心。

江西南昌籍新兵夏江平今年
18岁，入伍当兵依法服兵役在他看
来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在新兵屈
建亮的印象中，当兵的很苦，他来

之前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来
的时候手机这类东西都放在了家
里，“起初是父母想让我当兵，后来
我是发自内心想锻炼一下。”

新兵入伍路程遥远，从10日下
午坐火车开始，直到11日上午11时
30分才抵达武警东营市支队教导
队，可是新兵的脸上却看不出疲
倦，洋溢着对远方的好奇和对军营
生活的向往。记者了解到，新兵要
先在教导队进行3个月的训练，随
后才分配到各个基层中队。

公交智能指挥中心启用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吕增霞 通讯员 王杰）
12月8日上午，记者获悉，东
营市公交公司智能调度指挥
中心正式启用了。这套公交
公司自筹资金760余万元建
设的公交智能调度系统和公
交3G视频监控系统，借助通
信运营商和计算机网络应用
技术，实现了公交管理完全
可视性和可控性，开创了东
营公交数字化管理的先河，
满足了市民对不断提升公交

服务水平的需求。
据了解，智能调度指挥

中心启用后，东营公交智能
调度系统具备了“实时监控
功能、数据查询功能、统计功
能”和3G视频监控系统的“远
程视频监控功能、录像资料
查询功能、远程指挥调度功
能、安全防范功能”等七项功
能，将在车辆运行调度管理、
司乘人员服务监管、安全监
督管理、数据统计汇总查询
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农村有了专业技术联合会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李金金） 12月9日，东营市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召
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全
市农村、农业科技科普战线
的50多名优秀代表参加了会
议，标志着东营市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联合会正式宣告成
立。

据统计，截止有2010年

底，东营市共有农技协 1 2 1

个。新成立的农技协联合会
将加强协调指导，组织农技
协、农民合作社开展科技合
作，逐步建立起涉农经济组
织和新社会组织的交流平
台、协作平台和惠农平台，为
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
条龙服务，带动农民发展高
效生态农业，促进农民增收。

“歌声达人”10强进决赛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王瑞景） 10日下午，在好乐
星KTV东赵店内，由好乐星
主办的“歌声达人”十强晋级
赛火热进行。7名选手从参加
晋级赛的17名选手中脱颖而
出，将直接参加决赛。

选手们的歌声赢得了观
众的阵阵掌声。据了解，好乐
星“歌声达人”音乐选秀活动
是以好乐星餐饮文化娱乐有
限公司为依托的大型音乐选

秀节目。2011年5月份开始报
名，经过选拔，近千名报名选
手中有百名选手进入总决赛
淘汰赛。12月11日的十强晋
级赛选出7名选手，加上此前
的3名选手，决赛选手现已确
定。

据了解，这10名选手均
会获得由好乐星提供的丰厚
礼品作为奖励，决赛前三名
还将获得由好乐星提供的神
秘大奖。

大成国学讲师团成立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李沙娜） 10日上午9时许，
由东营孔子研究院发起的

“中国（东营）大成国学讲师
团”成立暨合作签约仪式在
喜文化会馆举行。

据了解，东营市孔子研
究院是在中国孔子基金会、
山东省社科联、中国孔子研
究院支持、指导下成立的全
国第三所、民间筹办的第一

所孔子研究院，由东营市社
科联主管，在东营市民政局
登记注册，现已聘请山东大
学、复旦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及其他专业学术机构的30位
专家、教授为客座教授、特约
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
聘请市内外50位企业家为理
事和产业委员会委员，将组
织一系列活动弘扬国学经
典。

11月CPI同比涨幅大幅回落
食品类和居住类落幅大

本报12月11日讯（通讯员 徐
凤梅 见习记者 杨琼） 据统
计，11月份东营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上涨势头减缓，涨幅回落。与上年
同期相比，1 1月份东营CP I上涨
3 . 7%，涨幅比上月回落1 . 6个百分
点，这是自5月份以来的最低涨幅。
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3 . 5%，服务
项目价格上涨4 . 3%，涨幅分别比上
月回落1 . 3和2 . 4个百分点。八大类
商品价格呈现“七升一降”的运行
格局，呈现出涨价面收窄、涨幅缩
小的特点。

据了解，在呈上升趋势的七
大类中，有三类涨幅缩小、两类涨
幅持平、两类涨幅扩大。其中，食
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最大，为8 . 2%，
涨幅比上月缩小2 . 9个百分点；其
次是居住类价格上涨4 . 4%，涨幅比
上月缩小3 . 5个百分点；衣着类价
格上涨0 . 4%，涨幅比上月缩小0 . 9

个百分点。烟酒类和家庭设备用
品及维修服务类分别上涨1 . 7%和
0 . 5%，涨幅和上月持平。医疗保健
和个人用品类价格上涨2 . 1%，娱乐
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
2 . 0%，涨幅分别比上月扩大0 . 2和
0 . 8个百分点。交通和通信类价格
由升转降，由上月的上涨0 . 6%到本
月下降0 . 3%。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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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8日讯（见习记者
杨琼） 据监测，本周东营市

农贸市场食用油、粮食类、禽类、
肉类、鲜菜类、成品油价格稳定，
鸡蛋价格略降。

鲁花花生油超市价格与上
期持平，为118 . 90元/5升；胡姬花
花生油超市价格与上期持平，为
117 . 90元/5升；散装豆油市场价
格为59元/5升，与上期持平；粮
食价格稳定，小麦价格与上期持
平，为1 . 06元/500g；玉米价格与
上期持平，为1 . 12元/500g；粳米
价格与上期持平，为 2 . 7 0元 /
500g；特一粉价格与上期持平，
为1 . 70元/500g。

五花肉、精猪肉价格与上期
持平，分别为12 . 50元/500g、13 . 50

元/500g；白条鸡价格与上期持

平，为7 . 50元/500g。
监测的九种蔬菜中，8种价

格持平，1种价格上涨。其中芹
菜、大白菜、油菜、萝卜、茄子、卷
心菜、西红柿、土豆价格与上期
持平，黄瓜价格上涨。

本周鸡蛋价格略降，为4 . 00

元/500g，与上期相比下降2 . 44%，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9 . 09%。

液化气和成品油价格稳定，
液化气为8 . 50元/Kg，106 . 25元/
12 . 5Kg；成品油90号6 . 75元/升；
93号7 . 26元/升；97号7 . 79元/升；0

号柴油7 . 0 6元/升；-1 0号柴油
7 . 62元/升。

此信息由东营市价格信息
中心提供

本报见习记者 杨琼 整
理

鸡蛋价格略降

本周物价基本稳定

12日，晴间多云，偏
东风 3～ 4级，海区 5～ 6

级，气温-1℃～7℃

13日，晴间多云，东
风转南风3～4级，海区5

～6级，气温-1℃～8℃

14日，多云，南风转北风
3～4级转4～5级，海区5～6级
转6～7级，气温-2℃～4℃

天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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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支队队领领导导为为新新兵兵整整理理着着装装。。


	M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