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星期五） 明天（星期六六） 后天（星期日日）
晴见多云

北风3—4级转2—3级
海上5—6级

气温-8℃~-1℃

晴到少云
西北风转西南风2—3级

海上5—6级
气温-8℃~2℃

晴见多云
西南风2—3级
海上5—6级

气温-7℃~4℃

菜 价
◎蔬菜类

以上信息来源于六街蔬菜批
发市场，以上均为蔬菜的零售价
格。具体各蔬菜摊位售价会根据售
卖蔬菜质量在此基础上有所变动。

品种 价格（元/斤）

鸡蛋 44..11

白条鸡 66..55

猪肉
（精肉）1144..55

（五花肉）13

排骨 13.5

◎蛋禽肉类

以上信息来源于六街市场，
各摊位会根据售卖品种质量在
此价格基础上有所变动。

(记者 于荣花)

◎水产类

品种 价格（元/斤）

草鱼 5.5

鲤鱼 6

鲶鱼 5

鲫鱼 6.5

安委会督查组来滨州督查建筑施工情况
本报12月15日讯(通讯员 胡

其勇 记者 王丽丽) 14日，国
务院安委会第十三督查组就建筑
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对滨州市进行
了督查，在肯定滨州工程安全生产
和文明施工管理情况后，对当前和
今后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截至目前，全市建筑市场停
工率还不过半，“去年同期，全市
的建筑工地大部分已经停工了。”
市安监站胡其勇站长告诉记者，
首先，建筑施工可能会存在赶工

期的现象；再就是天寒地冻，快到
放假时间，建筑工地也存在很多
不稳定因素，因此，在这个时间
段，建筑工地的安全生产显得尤
为重要。督查组在对城建集团的
督查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施工企
业在建筑施工安全施工方面的资
金、技术方面的投入。

此外，随着农民工维权意识
的不断增强，一旦出现事故，不
管是从赔偿资金的数额上，还是
耗费的人力物力等，相比前几年

都有很大程度的增加。而且，事
故带来的停工、行政处罚等损失
也是不可估量的。因此，现在建
筑工地负责人要做好的是花钱
做好防护措施而不是等出现事
故后花钱处理后事。

随后，督查组前往城建集团
施工的齐鲁花园工地进行检查，
督查组对该工程安全生产和文
明施工管理情况给予了充分肯
定，同时对当前和今后工作提出
了建设性意见。

新大家乐 影讯
《金陵十三钗》昨日全国同

步上映，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
背景，刻画了一群小人物在特
殊情境中，由庸常转变为崇高，
绽放出人性的光辉。无论是来
中国淘金的美国流浪汉，还是
教会女学生、小伙计，以及那群
避难的秦淮妓女，都各自有着
不同的缺陷，并不是一群高大
全的人物。一群底层角色在几
天之内变得崇高，激发出内心
深处的人性之善，实非易事。妓

女们最终为保护女学生，走上
了舍生取义的道路。妓女们赴
往日军庆功会的前夜，那一席
又哭又笑的谈话，真可谓感人
肺腑。电影里的低贱与崇高，残
酷与温柔，黑暗与光明，形成强
烈对比。情节编织得密丝无缝，
角色塑造颇为成功。片头秦淮
妓女进教堂时喧哗、自私，但片
末离去时的背影却尽显圣洁。
套用爱尔兰诗人叶芝的两句诗
来形容：变了，一切都变了，一

种惊人的美已经诞生。
读者抢票电话：3289888
16日播放影片：《金陵十三

钗》《3D龙门飞甲》 3D《3D
深海之战》《3D驱魔者》《3D丁
丁历险记》2D《鸿门宴》《三傻
大闹宝莱坞》《不怕贼惦记》《开
心魔法》《遍地狼烟》《追爱》《翻
滚吧！阿信》《赛车传奇》《巨额
交易》

12月22日《倾城之泪》全国
同步上映。 （王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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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品种 价格（元/斤）

豆角（长） 55..55

辣椒（棚） 22..55

丝瓜 44..55

大白菜 00..55

大葱 00..77

南瓜（黄） 00..88

冬瓜 0.8

土豆 11..22

芹菜 00..55

黄瓜 44

甘蓝 00..88

茄子 33..55

西红柿 22..55

菠菠菜菜 11..22

油菜 11..22

速 知

挂 失
滨州华晨置业有限公司
公章(章号：3723010011949)
丢失，特此声明。

挂 失
赵同奎医师资格证(证号：
2008371103723211980060276
19)丢失，特此声明。

尊敬的天安保险公司客户：
您在我司投保的车辆发生下列事故并向我司报案后，一直未来办理相关理赔手续。由于按照您留存的联系方式无法与您您取得联系，特此登报声明：虽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下列事故均已过

有效索赔期限，但本着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希望您见报后速来我司办理相关保险理赔事宜。感谢您对天安保险的信赖赖与支持！
如您在2011年12月31日前仍未主动与我司联系，依照相关法规将视同您自行放弃索赔权益，下列赔案将做注销处理。
天安保险联系人：袁先生，联系电话：0543-2196068，联系地址：滨州市黄河八路渤海九路天安保险公司

天安保险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
2011年12月16日

鲁M73721 2006-10-09 济南市黄河大桥

鲁M73721 2006-10-09 济南市黄河大桥

冀J51735 2007-01-31 河北省沧州市

鲁ME0706 2007-10-29 滨州市渤海十路

鲁MW1151 2007-11-30 无棣县花园小区

鲁M42618 2007-12-19 阳信县大济路

驾驶员：孙学 2008-01-11 莱芜市章莱公路

鲁M40926 2008-03-07 济青高速公路高密段

鲁M40926 2008-03-07 济青高速公路高密段

鲁M4250挂 2008-03-07 济青高速公路高密段

鲁N12027 2008-04-14 滨博高速127公里处

鲁N12027 2008-04-14 滨博高速127公里处

鲁ND797挂 2008-04-14 滨博高速127公里处

鲁ND797挂 2008-04-14 滨博高速127公里处

鲁M20075 2008-05-16 东营市黄河路商贸城

鲁M95390 2008-05-30 东营市东城区银座广场

鲁E05649 2008-06-21 德州市齐河县济青高速

鲁M05765 2008-07-05 邹平县魏桥

鲁EA541挂 2008-07-06 德州市齐河邱集煤矿

鲁E05649 2008-07-06 德州市齐河邱集煤矿

鲁MH108挂 2008-08-20 淄博市张店区

鲁ME6005 2008-09-06 滨州市黄河十二路

鲁ME6005 2008-09-06 滨州市黄河十二路

鲁MA1389 2008-09-24 滨州市单寺乡

鲁MA1389 2008-09-24 滨州市单寺乡

鲁M66538 2008-10-01 沾化县下洼乡

鲁MC9165 2008-10-04 博兴县新城二路

鲁MC9165 2008-10-04 博兴县新城二路

鲁MB3767 2008-11-28 滨州市黄河三路

鲁M60067 2008-11-30 沾化县电力总公司门口

鲁MB3767 2008-12-24 淄博市高青县芦湖路

鲁MDU432 2009-01-01 阳信县人民医院

鲁OMO396 2009-01-19 滨州市黄河小区三区

鲁N12802 2009-01-26 阳信县桑阳路

鲁ME0599 2009-02-01 滨州市黄河五路

鲁ME0599 2009-02-01 滨州市黄河五路

鲁M32729 2009-02-08 山西省晋中市太旧高速

鲁MB0767 2009-02-09 滨州市黄河七路

鲁MBQ919 2009-02-16 滨州市黄河十五路

鲁NP098挂 2009-02-24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

鲁MWJ516 2009-03-07 无棣县府前街

鲁M99999 2009-03-31 东营市河口人民检察院

鲁M99999 2009-03-31 东营市河口人民检察院

鲁CG6572 2009-04-15 邹平县长山

鲁MJ1668 2009-04-20 青银高速聊城高唐县

鲁NP098挂 2009-06-04 惠民金龙混凝土公司内

鲁N95789 2009-06-04 惠民金龙混凝土公司内

鲁NP098挂 2009-06-04 惠民金龙混凝土公司内

鲁M76818 2009-06-11 淄博济青高速临淄出口

鲁MYE066 2009-06-20 上海市闵行区

鲁MED003 2009-06-20 滨州黄河四路新立河西

鲁MAM688 2009-06-22 滨州黄河四路渤海九路

鲁MAM688 2009-06-22 滨州黄河四路渤海九路

鲁MYY669 2009-07-09 阳信县河流镇

鲁M75309 2009-07-31 津汕高速

鲁MBQ919 2009-08-15 滨州黄河二路渤海九路

鲁M05862 2009-09-07 淄博市临淄区素济路

鲁ME7582 2009-09-07 滨州市学院小区

鲁MH0927 2009-09-17 惠民县梁家乡

鲁MH0927 2009-09-17 惠民县梁家乡

鲁N13187 2009-09-29 河北省沧州市仓保路

鲁N13187 2009-09-29 河北省沧州市仓保路

鲁ME0028 2009-10-02 滨州市渤海七路

鲁MCK118 2009-10-03 博兴县新胡镇

鲁MCK118 2009-10-03 博兴县新胡镇

鲁M6463挂 2009-10-04 滨州市滨城区勇新路

鲁M08582 2009-10-04 滨州市滨城区勇新路

鲁MO2639 2009-10-14 滨州黄十五路渤十五路

鲁MO2639 2009-10-14 滨州黄十五路渤十五路

机器损坏 2009-10-28 邹平韩店平原水库

干活砸到人 2009-10-30 邹平齐鑫纺织公司厂内

鲁M69200 2009-10-31 滨州市沾化县海天大道

鲁M97907 2009-11-16 邹平县周长路

鲁M97907 2009-11-16 邹平县周长路

鲁ML5756 2009-11-25 邹平县邹韩路

车牌号 出险时间 出险地点 车牌号 出险时间 出险地点 车牌号 出险时间 出险地点 车牌号 出险时间 出险地点

慈慈善善拥拥军军

15日，滨州市慈善
总会和市双拥办联合
开展“慈善进军营·情暖
子弟兵”慈善救助活动，
向困难士兵伸出援助
之手。本次共救助特困
军人30名，每人救助2000

元，共发放善款6万元。
记者 王忠才 通讯
员 张玲玲 张瑞
陈秀艳 摄影报道

博兴隆重举行散葬烈士集中安葬仪式

本报12月15日讯 (通讯员
范钰敏 记者 王忠才 ) 1 2
月15日，博兴县隆重举行散葬
烈士集中安葬暨无名烈士揭碑
仪式。博兴县历次战役中牺牲
的788名散葬烈士和125名无名
烈士被迁入新建烈士陵园。

据了解，由于年代久远受

条件所限，许多烈士由当地群
众 就 地 掩 埋 ，为 告 慰 烈 士 英
灵，安慰烈士亲属，教育革命
后代，博兴县投资2000万元新
建大型烈士陵园，占地面积85
亩。并组织人员进行入户调查
摸 底 散 葬 烈 士 情 况 ，逐 一 登
记、造册、汇总，并编入电子档

案。烈士在集中安葬过程中，
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签定
协议，对同意迁入的散葬烈士
和无名烈士统一起骨、、移送和
安葬，让英烈回家，让逝者得
以安息，让活着的人心灵得到
慰籍，确保“慰烈工程”让群众
满意。

又有3家兽医实验室

通过省级考核

本报12月15日讯(通讯员 丁凯
记者 王晓霜) 15日，记者从滨

州市畜牧兽医局了解到，日前滨州
市申报的3家县级兽医实验室已经
通过山东省兽医系统实验室考核
专家组的考核，标志着滨州市兽医
系统实验室考核工作已进入全省
前列。截至目前，滨州市8家兽医实
验室中已有7家达到省级标准。

兴福镇“省厨具质检中心”

获发证检验资质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王景
坤) 近日，位于博兴县兴福镇的
山东省厨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获得了工业产品(燃气灶具)生
产许可证发证检验资质。据悉，今
年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
室公布了山东省5类产品发证检验
资质，其中博兴县兴福镇的山东省
厨具中心占有2大类，填补了滨州
市无法进行燃气灶具和制冷设备
发证检验的空白。

邹平筹资683万元

开展送温暖活动

本报12月15日讯(通讯员 王军
记者 王忠才) 12月14日，邹平

县“民益至上、爱心飞扬”送温暖行
动在邹平县政务中心启动。据了
解，邹平县筹资683万元资金，落实
六大救助项目，并开展情暖万家项
目，为5000户因灾或其它原因造成
的生活困难户每户发放300元的救
助金。实施康复助医项目，为200户
困难大病患者每人发放医疗救助
金3000元，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落实
危房救助项目，对全县住房困难户
进行调查摸底，为150户农村低保对
象每户救助2万元进行危房重建。为
100户住房困难户每户发放救助金
2000元，帮助他们修缮改善住房条
件，确保住房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
冬。做好夕阳扶老项目，为切实改
善贫困家庭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为
全县600名分散供养五保对象和特
困家庭每人发放1000元取暖补助
金，使他们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成果。完善孤儿保障项目，
广泛开展救孤恤孤活动，为全县128

名孤儿每人每年发放7200元生活补
助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此外，坚
持关爱功臣项目，继续开展走访慰
问重点优抚对象活动，把政策温暖
送下去，为基层群众办实事，为他
们送去关怀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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