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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今参考

驻潍坊院校开通资助热线

绿绿色色通通道道保保新新生生入入学学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秦国玲) 11日，记者从潍
坊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
到，驻潍院校已开通24小时
资助热线电话，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可以拨打电话就资助
问题进行咨询。

随着各院校新生招录和
九月开学季的来临，为保障
普通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
新生顺利入学，潍坊各高校
进一步加强对“绿色通道”工
作的领导和组织。为确保国
家资助政策顺利实施，确保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
并完成学业，今年继续开通
24小时专人值班的高校学生
资助工作热线电话，接受政
策咨询和问题投诉。潍坊市
公示市属高校2013年热线电
话，24小时受理家庭困难学
生政策咨询。开通时间区间：
2013年8月8日至期9月15日。

同时，潍坊市教育局同
时开通潍坊市学生资助热线
电话8791010，18805360110，
并设立投诉邮箱wfz i zhu@
163 . com，全面接受社会监

督，并对投诉的问题及时进
行核查处理。

潍坊职业学院：8527150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3857227，13562606724

潍坊科技学院：
18763650078

潍坊工商职业学院：
6062036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18605366051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2928099

内陆地区晴间多云，南
风3-4级，26℃～36℃；北部
海区晴间多云，南风5-6级，
24℃～34℃。

◎三日天气◎

内陆地区多云间阴有雷
雨或阵雨，南风3-4级，雷雨
时阵风7级，26℃～35℃。北
部海区多云间阴有雷雨，南
风5-6级，雷雨时阵风8级，
24℃～32℃。

88月月1122日日

88月月1133日日

88月14日

内陆地区多云北部有雷
雨，南风3-4级，26℃～35℃；
北部海区多云间阴有雷雨，
南风5-6级，24℃～33℃。 潍潍坊坊红红十十字字会会进进企企业业教教急急救救知知识识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马媛媛 ) 8月9日，潍坊市红
十字会的讲师给山东柠檬生
化有限公司的员工带去了一
堂急救知识讲座，并发放一
些宣传读物。

当天来自潍坊市红十字
会的讲师就猝死、骨折、外伤
等生产、生活中可能发生的
意外伤害的急救处理方法和

现场心肺复苏技术、气道梗
阻急救术、创伤救护技术等
突发事件的应对知识和基本
技能进行了讲解及演示，语
言通俗易懂、内容简明实用。
重点示范指导了徒手心肺复
苏的操作方法，让每位员工
上台演练一遍，指出了不正
确的动作，手把手地教其正
确的姿势，让员工认识到了

徒手心肺复苏的重要性。
通过这次“急救知识进企

业”的活动，员工掌握了一定
的现场急救知识和基本操作
技能，提高了员工在意外伤害
中的自救互救能力，为抢救生
命赢得宝贵时间，同时引导职
工安全生产、珍爱生命。这种
将专业知识普及到企业员工
之中，取得了良好教育效果。

图说新闻

天气信息

临朐淹子岭梯田

获“齐鲁最美田园”

(以上物价信息来自中
国寿光农产品物流园)

(单位：元/500克)

知道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马媛媛
通讯员 马世波 姚新) 11日，

记者了解到，近日省农业厅公布了
“齐鲁最美田园”评选结果，“临朐县
淹子岭梯田”从14个市报送的60个
田园景观脱颖而出，被评为“齐鲁最
美田园”。参选的摄影图片同时被评
为“齐鲁最美田园”摄影作品金奖。

记者了解到，淹子岭村位于临
朐县五井镇，海拔876米，位于淄
川、青州、沂源交接点，是潍坊市海
拔最高的村庄，土地成阶梯状分
布，风景优美，别有特色。

为进一步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
离，加深与群众之间的感情，潍城公
安分局望留派出所改变以往邀请群
众座谈建言的方式，要求民警主动
深入走访到服务对象和服务人员中
间，最大限度地收集社情民意，广泛
听取他们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能当场解答
的当场解答，当场解答不了或者不
是本部门的问题，通过移交的方式
定期进行反馈。 王树银

望留派出所

拉近群众距离

潍城开发区派出所以开展“社
区六进”为载体，由所长担任主讲，
经常开展调处矛盾纠纷能力培训，
并组织民警苦练调解基本功，深入
学习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民风民
俗、语言表达、群众工作等基本知
识。还积极推行新老民警“一帮一”
结对入户调解，通过结对调解、登门
调解、联合调解等方式，基本实现了
全所民警“人人会调解、人人会化
解”的工作目标。 于光义

潍城开发区派出所

提升矛盾调处能力

牛郎织女一年只见一次面吗？牛
郎织女其实每天都见面！因为天上一
天等于地上一年！潍坊众盛七夕购车
最便宜！因为错过今天还要再等一
年！七夕当天看车有精美礼品，购车
更有惊爆折扣车型供应，携女友购车
更可装潢自己选！超多礼品！超低价
格！尽在8月13日，潍坊众盛！

潍坊众盛

七夕购车最便宜

8月9日22时22分，滨海经济
开发区南环路南东兴村村头处，
一辆装有原油胶的半挂车在行驶
过程中发生自燃。半个小时后，大
火被海化中队消防官兵成功扑
灭。此时，半挂车车头已被烧得面
目全非，只剩下一个空壳，前车轮
轮胎也烧得所剩无几。

本报记者 王述 通讯员
李键 摄影报道

夜夜晚晚半半挂挂车车行行驶驶中中自自燃燃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刘蒙蒙)
9日，记者了解到，翰墨青州·2013

中国书画年会，将于2013年9月28日
至10月7日在中国(青州)书画艺术
城展览中心举办。

据悉，翰墨青州·2013中国书画
年会由中国美协、中国书协等单位
学术支持，中国书法家协会展览中
心、山东美协、山东书协等单位主
办，潍坊市委宣传部、青州市人民政
府承办。本届年会集书画艺术展示、
学术交流、艺术品交易为一体，分一
个主展区和四个分展区。主展区在
中国(青州)书画艺术城展览中心，总
面积30000平方米，分六大板块，将展
出当代名人名家巨幅作品展等作品
2000余幅。同时，在青州博物馆、宋城
界山艺术馆、青州书画艺术城和泰
丰书画古玩城设立了四个分展区。

11日，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三
下乡”志愿者服务队来到潍坊滨
海区欢乐海海滩，捡拾沙滩上的
垃圾，并向游客发放文明出游公
约，号召市民做文明游客、爱护海
洋，用志愿服务的方式完成社会
实践课题。

本报记者 李涛 摄影报道

大大学学生生““三三下下乡乡””志志愿愿服服务务忙忙

中国书画年会

将在青州举办

名 称 最高价 最低价
菜 花 1 . 60 0 . 30
葱 头 0 . 65 0 . 25
冬 瓜 0 . 25 0 . 16
西红柿 0 . 75 0 . 75
西葫芦 1 . 30 0 . 20
土 豆 1 . 40 0 . 30
蒜 薹 2 . 70 2 . 60
丝 瓜 1 . 15 1 . 15
尖 椒 2 . 30 1 . 00
大白菜 0 . 82 0 . 25
黄 瓜 0 . 80 0 . 20

菜价查询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刘蒙蒙)10日上午，潍坊市基
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
程、中医中药“进农村、进社
区、进家庭”大型巡诊公益活
动走进安丘。潍坊市中医院
22名专家联合安丘多家医疗
单位20名专家在高温天气下
坚持为市民义诊，为市民提
供了便利。

据了解，此次活动潍坊
市中医院派出了由学科带头
人、潍坊名医为主力阵容的
22名专家。分别来自卫生部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
脑病科、骨科，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外
科、肿瘤科以及省、市级重点
专科。同时继续开动巡诊“大
篷车”，携带B超、心电图等
免费查体设备驱车60余里来
到安丘。

潍坊市中医院副院长张
伦忠说，此次全市范围大型
公益巡诊，将专家、技术、设
备送到百姓身边，使社区、乡
村百姓直接获益，另外还可
以在一定范围内了解本地区
的多发病、常见病，掌握当地
百姓对医疗技术的需求，为
医院今后向基层输送优质医
疗资源提供了参考。

市中医院专家

百姓家门口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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