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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科技K

本报济宁3月3日讯 (记
者 马辉 通讯员 李辉)

在日前召开的济宁高新区
2013年创新发展大会上，该区
拿出1260万元重奖科技创新
人才及成果。今年，该区还将
列支6000万元资金，用于扶持
企业科技创新。

今年，济宁高新区将依托
装备制造业产业促进基础设
施示范推广等7个平台，承担
一批国家863计划和火炬计划
项目，攻关一批产业链关键共
性技术、缺失环节。推动10个
公共行业技术服务平台开放
式商业化运营，实现平台设备
的开放服务、试验基地的协作
和资源条件的共享利用。加快
生物医药等10大创新平台建
设，形成公共平台、研发孵化、
成长加速、产业基地“四位一
体”的发展模式。探索“综合孵
化器+专业孵化器+企业加速
器”的分阶段、分领域、网络化
的服务模式，年内培育2个企
业国家级孵化器、1个国际化
孵化器。筹建科技大市场，引
入金融、担保等中介服务机
构，建成集交易、共享、服务、
交流”四位一体”的功能平台。

今年还将列支6000万元
科技创新扶持资金，鼓励企业
申报重大科技专项，增强企业
发展创新驱动力。

影讯

济宁高新区6000万元

扶持企业科技创新济宁成立快递行业协会
在主管部门、快递公司、消费者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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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3月3日讯 (记者
庄子帆 通讯员 邵方乐) 3月
1日，济宁市快递协会成立，这是
山东省首家市级快递行业协会，
也是全国第三家市级快递行业
协会。据了解，协会成立后，将发
挥连接主管部门、快递公司与消
费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随着电子商务和网上购物
的不断升温，快递市场迅猛发
展，与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
密切。据了解，全市现有快递企
业83家，快递业务量年均增长
3 0%以上，日均业务量突破1 5

万件。2012年，全年规模以上快
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5000多
万件。

快递行业的迅速发展，一系
列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由于行
业自律意识不强，没有发挥行
业的规模聚集效益，造成了市
场竞争盲目，价格混乱，创新优
势弱化及等问题。济宁市快递
协会的成立后，这些问题都能
得到改善，有利于改进快递行
业服务。济宁市快递协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协会成立后，将充
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行

业规范管理，加强会员和行业自
律，督促快递企业提高自身服务
质量。

据悉，《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已于3月1日起施行。《办法》赋予
了邮政管理机构必要的监管手
段，并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做了
专门的规定，对快递企业经营做
了规范性的要求。《办法》实施
后，在邮政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
的督促下，快递企业将在更公平
更规范有序的环境中，不断发展
壮大，消费者对快递服务的需求
将得到更好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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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补贴

T 天气

本周天气晴好气温回升
本报济宁3月3日讯(记者

李蕊) 3日记者从济宁市气象
部门获悉，在较强南风的持续作
用下，未来一周，济宁市户外气
温将明显回升，最高温度将达到
20℃左右。

“未来一周，总体的天气不
错。在南风的作用下，每天的最
高气温平均都在18℃左右。即
便周六的一场雨后，气温也不
会下降太多。”济宁市气象台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未来一
周济宁市将以晴好天气为主，
前期南风风力较大，气温明显
回 升 ，气 温 最 高 时 ，能 达 到
20℃。即便在周末一次较强冷

空气影响下，气温下降也不会
低于17℃。

“才刚近入3月份，气温就升
到了20℃左右，正常吗？”不少市
民在得知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后提出了疑问。济宁市气象部门
的工作人员表示，根据往年同期
天气看，进入3月份后，随着南风
的转多气温普遍都会保持在
15℃左右。

他表示，这次之所以气温持
续明显上升，主要是连续多日的
较强南风造成的。如今也到了该
升温的季节了。待这轮南风过
后，遇上北风气温还是会降下来
的，但最高气温再低也不会低于

13℃。
未来一周具体天气预报如

下：3月4日(周一)，晴到少云，南
风转北风 2 ～ 3 级，最高气温
16℃，最低气温4℃；3月5日(周
二)，晴间多云，南风3级，最高气
温18℃，最低气温5℃；3月6日～
3月8日(周三至周五)，多云间
晴，西南风3～4级，最高气温
20℃左右，最低气温7℃左右；3
月9日(周六)，多云转阴，局部阵
雨，西南风转北风3级，最高气温
20℃，最低气温8℃。3月10日(周
日)，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2～3
级，最高气温1 8℃，最低气温
6℃。

C

卫生W

本报济宁 3月 3日讯 (记
者 李倩 通讯员 丁一 )

近日，兖州市被省卫生厅
命名为“省级卫生应急示范
市”，基层卫生应急体系和
能力建设得到认可，并在全
省予以推广。

近年来，兖州市着力强化
卫生应急组织指挥、应急预
案、监测预警、保障支撑体系，
建立健全卫生应急工作管理
机制，加强物质储备和队伍建
设，加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
险隐患排查力度，开展卫生应
急演练，建立起覆盖全行业的
卫生应急网络，有效提升公众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自
救和互救能力，形成了指挥统
一、布局合理、反应灵敏、运转
高效、保障有力的卫生应急处
置体系。2012年5月，兖州市卫
生应急能力建设先进经验在
全省予以推广。

兖州获评

卫生应急示范市

本报济宁3月3日讯 (记者
马辉 通讯员 徐晓剑) 3日记
者从济宁市财政局获悉，济宁2013
年度粮食直补工作圆满完成，共计
发放补贴资金68623 . 58万元。

今年，全市核定小麦种植面积
548.99万亩，共计补贴资金68623.58
万元，其中粮食直补资金7685 .85万
元，农资综合补贴资金60937 . 73万
元，涉及农户136 . 8万户，资金全部
通过“山东省涉农补贴一本通”系统
拨付到种粮农民直补帐户。

据了解，小麦种植面积的核实
工作是“直补”的基础工作，是保证
直补工作准确实施的关键环节，济
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明确各级责
任，采取层层签字把关的措施，公
开公示，透明操作，确保小麦种植
面积的准确无误。

济宁发放粮食直补7685万元

电影剧情简介：
《青春雷锋》讲述了雷锋从小学

毕业到牺牲的成长经历，是一部传
记性质电影。影片将着力描写雷锋
平凡的成长经历，用生动的影像和
鲜活的细节展示其“感恩社会、热爱
生活，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助人为
乐、服务人民”的精神，带领观众走
进雷锋伟大的精神世界，让雷锋的
感人事迹与观众产生心灵的共鸣，
从而呼唤更多的人践行雷锋精神。
此外，影片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为观
众揭秘雷锋不为人知的故事。

《青春雷锋》

天天气气热热线线：：1122112211
宝贝张驿松———

今天风和日丽

征集启事
本报免费征集“聊天”宝

贝，家长可将宝贝照片及个人
资料(姓名、出生日期、所在幼
儿园或者学校、个人爱好、特
长等 )发送邮件到 j r y h z x@
163 .com，也可将资料送至洸
河路11号齐鲁晚报·今日运河
编辑部。

Hi，我是郑锦辉，我是一个爱笑、爱运动的龙宝宝，希望大
家喜欢我！3月4日，济宁晴到少云，南风转北风2～3级，最高气
温16℃，最低气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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