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今日滨州

综合
2013年8月12日 星期一

编辑：赵旭 美编\组版：李冲

滨州2013好客山东休闲汇启动

乡乡村村休休闲闲旅旅游游迎迎来来大大发发展展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杨青 ) 10日，滨州2013好客
山东休闲汇在邹平县芳绿菇
仙园正式启动。据了解，本届
休闲汇以“美丽乡村·休闲人
生”为主题，重点推出乡村逍
遥游，促进滨州乡村旅游休
闲的发展。

本次“滨州2 0 1 3好客山
东休闲汇”活动由滨州市政
府 和 山 东 省 旅 游 局 共 同 主
办，市旅游局、市委宣传部等
32个市直相关部门和各县区
政 府 共 同 承 办 。活 动 于 8 月
10日持续到10月31日，期间
滨州市将整合全市城乡休闲

资源，以乡村旅游为重点推
出乡村逍遥游、城市游憩休
闲游、黄河休闲游、休学休闲
游等一系列产品、线路，形成
持续不断的休闲活动高潮。
与此同时，还将积极开展“好
客山东休闲汇”各项评选活
动。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王晓霜 通讯员 于传宁

周霞 ) 11日清晨4点多，
伴随着阵阵大风，夹杂着电
闪雷鸣，一场暴风雨袭击滨
州。不过这场雨来得一点也
不“斯文”，一度造成滨州市
部分小区、办工场所停电停
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中
午1 2点左右，降雨结束，气
温也回升至35℃。根据滨州
市气象台的预报，本周前三
天局部地区还将有雷阵雨
天气，总体来说以高温高湿
天气为主，大家要做好防护
措施。

受西风槽和副高外围
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滨州
市在11日凌晨4点左右迎来
了一场暴风雨天气，伴随着
大风以及电闪雷鸣，瞬时最
大风力达到7级。豆大的雨
点密密麻麻地砸到房屋、窗
户、大树上，造成不少树木、
电线被刮断。从1 1日凌晨6

时开始到中午 1 1 时，滨州
市、博兴县、无棣县、阳信县
气象台分别发布了雷电黄
色预警。

9点左右，记者在街上
看到，天空阴沉得厉害，屋
里都亮着灯，白天如同夜晚
一样。受这场暴雨、雷电影
响，滨州市不少写字楼、居
民楼出现临时停电停水情
况，影响了居民正常生活。

“ 今 天 早 上 的 雷 电 太 可 怕
了，我正睡着觉呢，一声响
雷把我惊醒了，”市民张女
士表示。

11日中午11点左右，这
场暴风雨基本结束。根据滨
州市水文局的统计，这次平
均降雨量为15毫米，其中开
发区最大为 5 1 毫米，滨城
区、开发区、惠民县、博兴县
降雨在11～24毫米之间，其
他县区基本无雨。另外，受
短历时强强降雨影响，老城
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

强降雨瞬间拉低了温
度，也缓解了前两天的闷热，
不少市民外出都穿上了长
袖。不过降雨结束后，滨州市
天气来了一次“大变脸”，中
午12点多，太阳从云层中探
出头来，气温也随着迅速回
升。下午3点左右，滨州市又
恢复了前两天的闷热“桑拿
天 ”，气 温 一 下 子 回 到 了
35℃。山东省气象台于11日
下午4点又继续发布了高温
黄色预警信号。“上午下雨下
午就晴天，这天气真是说变
就变。”市民李女士说，早上
出门带的伞，上午挡雨，下午
就变成了遮阳伞。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
析，从11日夜间开始到12日
夜间，滨州市还将出现雷阵
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大风和
短时强降水。此后周二、周
三两天滨州市局部地区还
将有雷阵雨过程，只是雨量
会减小。

上上午午雷雷电电交交加加下下午午骄骄阳阳似似火火
本周前三天还有雨，总体为高温高湿天气

雷电发生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室外：
1、天空突然阴暗，并伴有闪电时，应

尽快躲到有遮蔽的安全地方，装有避雷针
的、钢架的或钢盘混凝土建筑物，或有金
属顶的各种车辆，都可以作为避雷场所，
如果衣服淋湿，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

2、如果在野外遇到雷雨，千万别站
在孤立的高楼、电杆、烟囱、房角房檐、大
树、高塔、广告牌下躲雨，不要在小型无
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车库、车棚、铁栅栏、
金属晒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路轨道
附近停留。

3、不要在河里游泳或划船。
4、雷雨时，不要骑自行车、摩托车或

开拖拉机，不要把带金属的东西扛在肩
上，女士最好拿下头上佩带的金属发夹
等物体。

5、遇到雷电时，不要几个人拥挤成
堆，人与人不要相互接触，以防电流互相
传导。

6、不要在户外打手机。
7、积极开展现场急救，一般被雷击中

者的死亡比例为二比一，即两死一伤，做
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等可以急救。

如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时，应采
用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
接触面积，可蹲下，双脚并拢，手放膝上，
身向前屈，如披上雨衣，防雷效果更好。

室内：
1、雷雨来临前关好门窗，避免因室

内湿度大引起导电效应而发生雷击灾
害。躲避在车内时，应关好车门。

2、在室内时，切断暂时可以不用的
电器设备，不要靠近炉子等带金属的部
位，也不要赤脚站在泥地或水泥地上。

3、不宜打电话和手机，不宜使用水
龙头，各办公单位也应对机房、通讯设备
做专业的防雷保护。

滨州市旅游局局长李军主持滨州2013好客山东休闲汇启
动仪式。 本报记者 杨青 摄

11日上午黄河三路渤海七路交叉口附近积水严重。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孙建琨 窦玉芹) 11

日，滨州城区暴雨来袭，狂风大作，
致使城区众多树木出现不同程度
的倒伏、断枝、歪斜现象。

为将暴雨大风危害控制到最
低限度，市城管执法局园林处采取
紧急措施，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积
极应对暴雨大风对城区苗木造成
的危害。紧急调动绿化一队、绿化
二队、风景园科全部工作人员，出
动工程车6辆，到城区范围内二十
余条路段逐一巡查清点苗木受灾
害情况，并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进
行绿地恢复。重点巡查的是城区大
树倒伏，尤其是行道树、绿带边沿
大树，其次是绿带中大树倒伏的，
经过一上午的地毯式巡查清点，统
计城区倒伏树木共有1500余株。

狂风暴雨导致城区

1500余棵树木倒伏

相关链接

防雷小贴士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杨青
通讯员 文勇 吴越 ) 11日

大雨导致电网多处受损，2万多户
居民家中停电，市自来水公司二
水厂因断电无法运转，目前绝大
多数受损电路已恢复正常。

在持续近七个小时的大风、
强雷电天气袭击下，滨州电网10
千伏主线跳闸97条次，其中七八
条线路因树木倒伏断线。据统计，
此次灾害共导致2万多户居民家
中停电，滨城区、惠民县两个县区
受损最为严重，

除了停电，滨城区多数居民
家中停水，记者采访滨州市自来
水公司生产科张科长了解到，负
责滨州市自来水供应的两大水厂
即东海水厂和二水厂相关电力输
送线路均受到影响。“11日6点20
分左右，负责向二水厂输送电力
的线路及其备用线路都出现故
障，导致二水厂停电无法运行。另
外东海水厂一条线路也出现断
线，还好备用线路正常维持了水
厂运转。”张科长介绍，“虽然两大
水厂并网运行但由于仅一个水厂
供水，水压较低，导致一些居民家
中停水。到上午11点多二水厂恢
复供电已正常运行。”

大雨导致电网多处受损

2万多户居民家中停电

自己的车牌没找到

倒是捡了别人三副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刘涛)
11日上午，滨州市区许多路段

积水严重，车主李先生在开车行
驶中，不慎将车牌号丢失，在返
回寻找途中，又捡到三副车牌，
请丢失的车主尽快认领。

李先生丢失的车牌号为鲁
MBH161,另外他捡到的三副车
牌号 分别为：鲁M 6W 3 8 3 , 鲁
MOL530,鲁MD9105。此外，本报
还有车主未领车牌三副分别为：
鲁M1 7 2 0学，鲁MGD 1 2 7 ,鲁
E5W536。请捡到李先生车牌的
车主或本报公布的车牌中有您
的,请速与本报联系。联系电话：
3211323。

滨州市集中宣传山东省首家网上公安局民生警务E站通

网网站站集集群群系系统统访访问问量量已已达达6622万万
实例一：在线预约方便快捷

相关新闻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王
忠才 通讯员 张锦程) 9日
是滨州市“网上公安局民生警
务E站通”正式上线运行一个
月，全市县区公安局举行了网
上公安局民生警务E站通集中
宣传日活动，向群众宣传和讲
解滨州市网上公安局“民生服
务网站集群”系统和“民生服务
热线9600110”。

7月9日,作为山东省首个
网上公安局“滨州市网上公安
局民生警务E站通”正式上线运
行,全面融合互联网、公安专网
和通信网三个网络,搭建起民
生服务网站集群、民生热线电
话咨询、民生诉求督办、民生评
议回访、民生预警考核5个系统
为一体的综合应用平台,通过
三网融合,搭建五个系统,实现
公安业务E站办理、咨询求助E
站解答、民生诉求E站督办、民
意评价E站回访、警务绩效E站

考评,并成功运行9600110热线
服务。

8月9日，市公安局组织开
展“民生警务E站通，警民和谐
零距离”集中宣传活动，民警通
过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彩页，
赠送印有“滨州市网上公安局
民生警务E站通”宣传图案的小
礼品，讲解常用法律知识等方
式，向群众宣传介绍“滨州市网
上公安局民生警务E站通”功能
特点，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使用

“滨州市网上公安局民生警务E
站通”。

据了解，滨州市公安局“网
上公安局民生警务E站通”运行
以来，网上办理业务2686件，解
答群众问题4742个，办理民生
诉求事项385件，回访办理公安
业务群众19 . 8万人次，网站集
群系统访问量已达62万，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受到
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滨州市交通旅行社的工作人
员张弓，在得知“滨州市网上公安
局民生警务E站通”上线运行后，通
过网上公安局“在线咨询”对如何
在线预受理、在线预约，如何缴费、
网上查询办证进度进行了详细的
了解，在确定无误后便提前一天通
过“滨州市网上公安局” 进行了
申请信息的网上预受理和出入境

业务预约。
7月12日一早，张弓便兴冲冲

来到滨州市公安局出入境服务大
厅“预约服务窗口”为他负责的50
人赴韩国旅行团办理护照申请手
续。“50人的团队手续放在以前需
要1天多的时间，现在还不到2个小
时时间就全部办完了，实在是太方
便了”张弓高兴地说。

实例二：市民投诉督办及时
今年6月8日，滨城区的热心市

民刘先生通过网上公安局 “信
访投诉”栏目反映市区黄河五路
与渤海十二路交叉路口红绿灯
信号显示不正常、黄河五路与渤
海十六路交叉路口红绿灯没有
设置左转分流等交通信号问题，
影响了附近学校学生的通行安
全，要求公安机关尽快整改。

网上公安局民生警务E站

通工作人员及时将刘先生反映
的问题录入“民生诉求督办”系
统，进行督办处理。市局交警支
队受理后，迅速整改落实，对学
校附近沿线红绿灯信号进行了
一次大检查。9600110话务员针
对交警支队反馈的整改落实情
况，对刘先生进行了电话回访，
征求对方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
群众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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