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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今参考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李涛
秦国玲 )由本报联合潍坊晚报、中
国教育在线举办的高考招生咨询会
(专科场)将于27日在富华国际展览
中心举办。届时，来自省内外高校
以及留学教育培训机构的招生负责
人将会莅临潍坊，与考生面对面交
流，为广大考生解疑答惑。

由本报联合潍坊晚报、中国教
育在线举办的高考招生咨询会(综
合场)吸引了国内外近150所高校和
留学教育培训机构前来潍坊招揽人
才,当日与会家长和学生达到五万
余人次。为帮助更多的考生了解各
高校招生信息，圆梦高考，本报继续
联合潍坊晚报、中国教育在线共同
举办高考招生咨询会(专科场)，邀

请省内外高校和留学教育培训机构
前来潍坊，现场解答考生及家长疑
问。

山东省确定从今年起在部分高
职高专院校与普通本科高校开展
“3+2”分段培养职业教育招生试
点工作。参加夏季高考的考生,经山
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正式录取,以
专科生身份进入试点高职高专院校
学习,前3年在高职高专院校培养。
第3年经考核测试,择优选拔部分学
生进入衔接本科高校学习2年。5年
学习期间,由试点高职高专院校和
衔接本科高校联合制定“3+2”分段
培养职业技能人才教学方案、主干
课程标准及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
本科层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试点

高职院校11所,共计12个专业,衔接
本科高校10所。每个试点专业安排
招生计划100名,共计招生1200名。

您想了解更多的招考政策吗?
那就来参加我们的高考招生咨询会
(专科场)吧!为更好地服务潍坊当
地考生,本报联合潍坊晚报、中国
教育在线继续举办高考招生咨询会
(专科场),专科场将于27日在富华
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21日，记者从大会组委会获
悉，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山
东外国语职业学院、烟台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山东技师
学院、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济南
大学泉城学院、曲阜师范大学杏坛

学院、菏泽医学专科学校、烟台南山
学院等省内高校陆续确定参展。山
东大学加拿大高等教育基础部、北
京科技大学国际学院等也确定参
展。

目前,高招会招商工作仍在进
行中,期待更多的省内外高校为广
大学子提供更详实、全面的招考信
息,让广大学子圆梦高考。本着服务
考生、服务高校的宗旨,我们将凭借
开阔的传媒视野、丰富的专业资源、
多年现代教育市场的运作经验、权
威的招生咨询、个性化服务,为考生
搭建一个理想的交流平台,打造半
岛蓝色经济区最大教育服务平台,
形成青岛、烟台、潍坊三地联动,为
考生寻找一个可靠便捷的途径,与

百名招考专家面对面,解疑答惑,全
方位了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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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阴有阵雨，南
风3-4级，23℃～31℃，北部
海区阴有阵雨，南风5-6级，
21℃～28℃。

◎三日天气◎

内陆地区晴转阴有雷
阵雨，北风3- 4级，2 3℃～
29℃，北部海区晴转阴有雷
阵雨，北风5- 6级，2 1℃～
27℃。

77月月2222日日

77月月2233日日

77月2244日

本周两头雨
中间晴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秦国玲)潍坊市气象台介绍，
本周冷空气较活跃，天气晴
雨相间，周内最高温33℃。

周一，迎来农历节气
“大暑”。据气象专家介绍，
大暑是反映暑热程度已达
到极点，是一年中最热的节
气。大暑正值中伏前后，“热
在中伏”，这时正是地面从
太阳获得热量积累最多的
时候，因而气温最高。大暑
节前后，气温很高，湿度很
大，常常出现闷热天气。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
息，本周冷空气较活跃，天
气晴雨相间。周内主要有两
次中等或以上降水，周一到
周二，受冷暖空气共同影
响，天气转阴有中雨，周一
降水时伴有雷电，周五前后
潍坊市还将出现一次中等
强度降水。两次降水过程中
间，潍坊市受暖气团控制，
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预计
日最高气温可达到33℃。

内陆地区阴有中雨，北
风 转 南 风 3 - 4 级 ，2 2 ℃ ～
27℃，北部海区阴有中雨，北
风 转 南 风 5 - 6 级 ，2 0 ℃ ～
26℃。

国国际际青青少少年年足足球球联联赛赛潍潍坊坊举举办办
31支国内外队伍参赛

本报潍坊7月21日讯(记者
王述)20日，第四届中国潍

坊“希望杯”国际青少年足
球联赛新闻发布会在潍坊奥
体中心举行。记者了解到，
第四届中国潍坊“希望杯”
国际青少年足球联赛将于21

日19:30开赛。比赛将有来自
国内外的31支队伍、700余人
参加。

记者获悉，本届联赛以
“青春阳光、活泼健康、中
外交流、足球希望”为主

题。第四届中国潍坊“希望
杯”国际青少年足球联赛于7

月20日至26日举行。本届国
际青少年比赛将有来自韩
国、日本等境外的 3支代表
队，以及内地山东、辽宁、
安徽、北京、新疆地区的28

支球队，参赛总人数共700多
人，是历届“希望杯”参赛
队伍和人数最多的一届。赛
事分男子U17、U15、U13组
和女子U17、U15组五个组
别。

7月21日19:30在潍坊奥体
公园体育场开幕，之后在奥
体公园进行比赛。首场比赛
将由香港u15男队对战山东潍
坊u15男队。

第四届“希望杯”国际
青少年足球联赛将在七天内
举行91场比赛。比赛将于7月
25日15:00在潍坊奥体公园体
育场举行闭幕暨颁奖晚会。
据了解，整届比赛将安排在
潍坊奥体公园体育场和鲁能
足校两地举行。

东东阿阿阿阿胶胶出出厂厂价价上上调调2255%%
不少消费者提前备货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韩
杰杰)阿胶有补血功效，一直
被奉为秋冬进补的佳品。21

日，记者采访获悉，东阿阿
胶出厂价日前上调25%，潍坊
地区的新零售价预计8月初实
行。这意味着喜食该品牌阿胶
的市民秋冬进补要多花钱了。
据了解，随着原材料驴皮的紧
缺，三年来该品牌已8次上调
价格。

东阿阿胶7月13日发布公
告称，即日上调阿胶出厂价
25%，零售价做相应的调整。调
价原因为阿胶原材料驴皮价
格上涨，公司采购成本同比增
加。据悉，今年初驴皮价格每
公斤80元左右，如今已到每公
斤150元左右。

21日，记者走访市区金通
大药店、北京同仁堂潍坊店及
东风街东阿阿胶专卖店获悉，
东阿阿胶在潍为统一售价，
500克阿胶售价875元，目前均
未进行价格调整。北京同仁堂
潍坊店销售人员介绍，厂家虽
已宣布上调东阿阿胶出厂价
25%，但是店内尚未同步调整，
还在消化库存。另一药店工作
人员介绍，其实这已是东阿阿
胶年内第二次宣布涨价，第一
次为今年4月底，500克装阿胶
上调50元，涨到875元。记者了
解到，虽然目前各家的阿胶价
格仍旧“按兵不动”，不过几大
药店已经初步定了涨价的时
间表，约在7月末8月初，价格
大约上浮200元。

据悉，潍坊市面上常见的
阿胶品牌主要有东阿阿胶、福
胶阿胶、同仁堂、宏济堂等，价
格最高的当属东阿阿胶。以
500克装为例，东阿阿胶比福
胶阿胶贵300多元。而随着人
们滋补健康意识的增强及对
阿胶价值认同度加深，对阿胶
的需求越来越大，阿胶市场整
体供不应求，价格也日益攀
升。记者查阅东阿阿胶公司公
告获悉，2010年至今，东阿阿
胶共发布 8则价格调整的公
告，均为产品零售价或出厂价
上调。虽然价格不菲，东阿阿
胶的“粉丝”却不少，近几日前
去药店询问、购买的顾客不
少，想趁着价格没涨之前还
备下货。

能能力力比比学学历历更更重重要要

新思维·电商梦
高峰论坛举办

本报讯 14日，2013中国(潍坊)

新思维·电商梦高峰论坛暨潍坊市
电子商务协会启动仪式在安丘举
行。期间，在颐高集团的促成下，“潍
坊市电子商务协会”的筹建。

“潍坊市电子商务协会”将成为
首批入驻颐高电子商务大厦和颐
高·E号公馆的电商团体之一，颐高
电子商务大厦是颐高集团按照国际
商务标准打造高端纯正智能商务写
字楼，凭借一站式繁华商业和比肩
国际的商务办公环境，塑造城市综
合体之上的高效高速办公平台，成
为安丘现代化企业办公总部基地和
电子商务总部基地。

薛啸秋音乐会
8月3日上演

本报讯 8月3日，将在潍坊市
民文化中心文化宫举行《薛啸秋潍
坊之夜钢琴独奏音乐会》，活动当
日举办媒体见面会及专辑签售会。

薛啸秋，亚洲最年轻的钢琴炫
技魔法大师，环球唱片最年轻的古
典艺术家。作为史上最快的钢琴
家，他每秒弹出的速度是马克西姆
的四倍。他的双手相当于同时发出
了四个声部，速度快到犹如四只手
在飞舞。

音乐是超越国界的语言，也是
阐述圣菲漫步、卡纳圣菲项目具备
独特气质的托斯卡纳风格建筑的最
佳语言。从这个角度讲，本次圣菲集
团和世纪泰华集团主办的音乐会做
到了意墅与艺术的珠联璧合。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
大学，我还会选择潍坊职业
学院。在潍坊职业学院受到
的教育和练就的本领，让我
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
都受益匪浅。进入企业后，
本科还是专科毕业没有太大
的区别，都要靠自己的能力
去打拼天下。非常感谢我们
学院的恩师，他们对我性格
的影响和能力的锻炼让我终
生受用不尽，让我在进入企
业之初在业务能力和交际水
平上就超出了周围同事很
多。

2004年底找工作时，班

主任老师帮我分析了福田雷
沃重工和同类国有大型企业
在用人制度上的差别，考虑
了进入企业后的发展空间，
我就选择了福田。

我学的是技术性比较强
的机电专业，进福田公司之
后走上了销售的岗位。我最
初的意愿是进入生产车间，
因为在车间里能充分发挥在
学校里学到的专业知识。但
后来发觉销售更能锻炼人的
能力，它能让我在激烈的竞
争中享受胜利的快乐和失败
的苦涩，也能接触到更多的
人和事，对各个行业都能有

大概的了解，增长了我的社
会经验和知识，我便要求调
动到销售岗位上了。

大连是上海纽荷兰拖拉
机独占了20年之久的市场。
2006年春，刚刚毕业半年，
我依靠公司的实力，打败了
上海纽荷兰、中国一拖、约
翰-迪尔天拖三大实力强大
的竞争对手，在总共85台拖
拉机市场份额中，拿到了74

台的订单，为公司创造了丰
厚的利润。

潍坊职业学院机电工程
学院2002级 张路升

本报记者 李涛 整理

寿光垃圾处理
获百万专项资金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董惠
实习生 宿惠 )21日，记者获悉，山
东省财政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
合下达了2013年省级污水垃圾处理
专项资金预算指标，寿光获得垃圾
处理专项资金预算指标100万元，用
于生活垃圾处理场建设。

近年来，为保护城乡生态环
境，寿光加大垃圾处理投入，完善
处理设施。在现有一座建设部“I”级
垃圾处理场的基础上，随着国家环
保标准的提升进行改造升级。先后
建设了生活垃圾处理场第四、第五
填埋区，启动了第六填埋区建设，
并对原有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系
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安装了在线监
测系统，纳入环保部门实时监测，
确保渗滤液达到排放要求。同时，
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进行了
厂区绿化，新建、改建了雨污分流
设施、厂区道路等。

毕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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