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内陆陆地地区区晴晴间间多多云云，，北北
风风转转南南风风33--44级级，，00℃℃~~1122℃℃；；
北北部部海海区区晴晴间间多多云云，，北北风风转转
南南风风55--66级级，，22℃℃~~1100℃℃。。

内内陆陆地地区区晴晴间间多多云云，，南南
风风22--33级级，，11℃℃~~1155℃℃；；北北部部海海
区区晴晴间间多多云云，，南南风风55--66级级，，22℃℃
~~1111℃℃。。

◎三日天气◎

内内陆陆地地区区晴晴间间多多云云，，南南
风风转转北北风风33--44级级，，--22℃℃~~1122℃℃；；
北北部部海海区区晴晴间间多多云云，，南南风风转转
北北风风55--66级级，，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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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本周二

最高温15℃
本报3月3日讯 (记者

秦国玲)潍坊市气象台预报，
本周，潍坊气温将继续回升。
周初期至中期将刮利于升温
的偏南风，最高气温有望升
至18℃。专家也提醒市民，目
前正是气温波动明显的时
节，一定要注意增加衣物，以
免生病。

3日，虽然还有些大风，
但比起前天的势头已经是

“强弩之末”了。根据最新气
象监测，预计本周冷空气活
动势力弱，气温呈现不断上
升趋势，其中周内日最高气
温大部分在10℃以上，周二
和周五最高气温将上升到
15℃~18℃。由于风速小，雾
霾天气日数将增多。另外，受
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周二到
周三，陆地将有东风3-4级。
周末受暖湿气流的影响，可
能有一次小雨过程出现，全
市最低气温为-2℃到-4℃，
预计出现在周一。

今日
头条 15日起14趟卧铺列车打折

优惠幅度达30元左右

气象
新闻

33月月44日日

33月月55日日

33月66日

PM2 . 5最近24小时均值

(时间截至3日20点)

锦程中学 0 . 090mg/m3

寒亭区 0 . 100mg/m3

经济开发区 0 . 091mg/m3

刘家园 0 . 097mg/m3

市仲裁委 0 . 103mg/m3

市环保局 0 . 090mg/m3

商校 0 . 088mg/m3

鑫汇集团 0 . 082mg/m3

共达公司 0 . 102mg/m3

空气质量指数

AQI最近24小时均值
(时间截至3日20点)

锦程中学 120 轻度污染
寒亭区 132 轻度污染
经济开发区 120 轻度污染
刘家园 128 轻度污染
市仲裁委 136 轻度污染
市环保局 120 轻度污染
商校 121 轻度污染
鑫汇集团 109 轻度污染
共达公司 134 轻度污染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宋昊阳)
3日，记者从潍坊火车站了解到，今
年济南铁路局铁路短途卧铺折扣
票的列车车次及范围已经确定。即
3月15日起至12月31日(9月30日至10

月7日除外)，有14趟列车的卧铺车
票将打折销售，乘客将能享受到部
分列车30元左右的优惠，其中大部
分列车经过潍坊。

据了解，2009年铁道部出台了
《关于短途卧铺票价优惠办法的通
知》，每年在运输淡季开始，对列车
短途空闲卧铺进行打折销售。符合

这一优惠条件的列车，将分200公
里以内和200公里至400公里运行
区段计算卧铺优惠票价，打折幅度
基本保持在20%～50%。该政策实施
以来，老年人、病人、孕妇及带孩子
出行等行动不便的旅客成了购买
短途卧铺票的主要人群。

记者了解到，今年济南铁路局
确定的短途卧铺票打折范围主要
集中在济南—青岛、潍坊—烟台等
间段。潍坊火车站工作人员提醒，
打折票上会标有“折”字样，优惠后
的卧铺票价为统一票价，不再区分

卧铺的席别。已享受半价卧铺票的
旅客，将不再享受此优惠，广大旅
客可根据需要选择购买。

具体优惠列车车次为：1566/3

郑州—青岛，优惠区间济南—青
岛；K342/3南昌—青岛，优惠区间
济南—青岛；K1214石家庄北—烟
台，优惠区间蓝村—烟台；K712/09

包头—青岛，优惠区间淄博—青
岛；K1160/1广州—烟台，优惠区间
胶州—烟台；K1028/5兰州—青岛，
优惠区间潍坊—青岛；K1056/3延
吉—青岛，优惠区间济南东—青

岛；K876/7南京—烟台，优惠区间
潍坊—烟台；K1394/1佳木斯—烟
台；K958/5丹东—青岛，优惠区间
济南东—青岛；K972/69通化—青
岛，优惠区间济南东—青岛；K1292
/3太原—烟台，优惠区间高密—烟
台；K411北京—威海，优惠区间潍
坊—威海；K704/1哈尔滨—青岛，
优惠区间济南东—青岛。

记者在12306网站查询比较得
知，在上述优惠列车车次中，只有
在优惠区间的卧铺票享受优惠政
策，优惠幅度普遍在30元左右。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韩杰
杰 )3日，记者从潍坊市图书馆
获悉，坐落于市民文化艺术中
心的新图书馆将于今年夏季开
放，为展现新馆的文化精神，
图书馆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新馆馆标。投稿截止时间为3月
31日，要求馆标能体现潍坊的
地域文化风格。

潍坊市图书馆成立于1948

年8月7日，历经65年的发展，
现已成为国家一级图书馆。坐
落于市民文化艺术中心的新图
书馆将于2013年夏季开放接待
读者。为充分展现潍坊市图书

馆新馆的文化精神及核心理
念，塑造公共识别形象，潍坊
市图书馆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
集新馆馆标 (又称形象标识：
LOGO)设计方案，国内外机构
与个人均可参加。

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馆
标标志形式为平面彩色，要包
括标识、字体、颜色、组合
灯，作品既要体现潍坊的地域
文化风格，彰显个性，明显区
别于其它图书馆的标识，又要
具有数字图书馆的专业特色，
体现公共图书馆公益、平等、
开放的信息共享与服务的理

念。设计者需对馆标设计图的
创意、内涵做详细说明。

据悉，征集时间截至2013年
3月31日(以当地邮寄邮戳为准)。
征稿结束后，组委会将组织读者
和专家评审组对应征作品进行
评选，从中选取一个用作馆标的
实际使用。同时，评选一等奖1

名，奖励2000元；二等奖2名，各
奖励800元；三等奖3名，各奖励
500元，此外还颁发荣誉证书。有
意参加者可咨询潍坊市图书馆，
或 登 录 潍 坊 市 图 书 馆 网 站
(www.wflib.com)，了解详细信息
及规则。

市民
资讯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孙翔)3日
记者采访了解到，潍坊多家景区都
在酝酿推出三八妇女节针对女性的
优惠活动。一些景区优惠力度较
大，直接实行免门票的优惠。

记者从潍坊金宝旅游了解到，
春节小长假过后，随着三八妇女节
的到来、气温转暖，旅游市场逐渐
活跃。为了回馈市民，在旅游旺季
前预热市场，乐园针对女性游客出
台了优惠政策。

3月8日至10日，所有女士在金
宝乐园可享受门票六折优惠(限购
一张)；凡生日为3月8日的女士，在3

月8日当天凭个人身份证可享受免
费游园的优惠；凡获得县市级以上

“三八红旗手”称号和2012年度“先
进工作者”、“优秀妇女干部”荣誉的
女士，3月8日可凭获奖证书和个人
身份证免费游园。记者了解到，以上
优惠活动只适用于散客。

林海生态博览园在三八节实行
免门票的优惠政策。免票政策将一
直持续到3月31日。市民可以到博
览园内宁国寺参加祈福活动。除此
之外，记者还了解到，富华游乐
园、青州云门山等景区也计划出台
三八节的优惠政策。

知道

部分景区

推出三八节优惠

本报3月3日讯 (记者 李涛
实习生 范福弟 陈平平)3日，记
者从潍坊市档案局(馆)了解到，在
第50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潍
坊将于5日在档案馆举办“学习雷锋
好榜样”——— 雷锋事迹档案史料展。
届时，将有珍贵照片、纪念实物等
1000多件(册)展出，系统再现雷锋同
志生前光辉形象和先进事迹。

本次展览内容丰富、形式新颖。
展出档案史料、珍贵照片、宣传画
册、纪念实物等1000多件(册)，系统
再现了雷锋同志生前光辉形象和先
进事迹。以期通过展览启迪民智，引
领新风，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展览
将于3月5日上午10：30在潍坊市档
案馆三楼展出，本次展览持续10天，
市民可在工作日内到潍坊市档案馆
参观，休息日参观需提前预约。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
锋同志学习”发表五十周年，进一步
弘扬雷锋精神，倡导时代文明新风，
潍坊市档案局(馆)与市直机关党工
委、团市委和鸢都收藏沙龙联合举
办“学习雷锋好榜样”——— 雷锋事迹
档案史料展。另据了解，在雷锋事迹
档案史料展开展期间，潍坊市档案
馆还将推出“黑白相间”——— 潍坊历
史照片展，市民在观赏雷锋档案史
料展的同时也可参观潍坊历史照片
展。潍坊历史照片展将展出反映潍
坊历史文化发展的千余张珍贵照
片，再现潍坊历史发展历程，展期持
续三个月左右。

雷锋档案史料展

5日举行

潍坊市图书馆
有奖征集馆标设计
投稿截至3月31日，要求体现地域文化风格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李涛)

您还在为家里的闲置物品无处
存放而烦恼吗？您想花小钱就
能获得急之所需的“宝贝”
吗？您想体验最原始的“以物
换物”的交易方式吗？快到社
区淘宝大集来吧！本报联合佳
乐家福寿店举办的2013年第一
届淘宝大集将于9日、10日(本周
六、周日)在佳乐家福寿店门前
广场开集。

过去的一年，本报社区淘宝
大集走进佳乐家福寿店、社区、
高校，活动得到广大市民和大学
生的欢迎。活动举办以来,不少市
民纷纷打来热线电话，希望在新
的一年里能够继续举办这样的
活动。

为了让淘宝大集内容更加

丰富多彩、更加贴近市民生活，
不少市民还打来热线电话，积极
为淘宝大集出谋划策，也有不
少市民提前报名预约参加，希
望本报能将其家中闲置的物品
刊登出来，提高现场换购成功
率。

为满足广大市民的换物、
淘宝需求，2013年第一场社区
淘宝大集将于3月9日、10日(本
周六、日)在佳乐家福寿店门前
广场与大家见面，欢迎广大读
者朋友踊跃参与。您可以在活
动当天带着家中的闲置物品来
到现场进行换物，也可以在大集
上挑选您喜欢的物品。

为培养儿童勤俭节约、互助
友爱的品德，并且迎合家庭锻炼
孩子、培养孩子的需要，本届淘

宝大集将继续开设儿童专场。届
时，也欢迎广大家长朋友带着孩
子一起参与淘宝大集。

对于本届淘宝大集，佳乐家
福寿店还为市民们准备了精美
的礼品，换物达人们将免费获得
一份精美的小礼品。

您还在等什么，抓紧行动起
来，拿起手中的电话预约报名
吧！

报名咨询电话:8337590(佳乐
家福寿店服务中心)，联系人 :谭
女 士 : 1 3 6 0 6 4 6 9 8 1 5 、李 女 士 :
13953660700。

换购物品范围：玩具、五金
工具、家具家居用品、图书杂志、
性能正常的小家电、手工艺品、
装饰品、童床童车、桌椅板凳、古
董古玩、花卉植物，等等。

本报淘宝大集开集啦
本周六和周日在佳乐家福寿店门前广场举办

市政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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