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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重磅

本报相亲会再迎报名小高峰，不断有单位团体参与

经经理理推推荐荐单单身身姑姑娘娘小小伙伙来来相相亲亲

本报不接受网络报名和电话
报名。报名参加相亲会需要出示身
份证、户口簿或其他能够证明单身
的材料,例如离婚证明、单位或居
住地出具的单身证明等。

亲属或朋友可代报名,代报名
者除了要带着报名者的身份证等
相关证件,还需要携带代报名者的
身份证。

各企事业单位集体报名10人
以上,本报将安排工作人员前去核
实登记资料。

报名地点:

地点一:黄河十路渤海九路锦
城大厦8楼齐鲁晚报·今日滨州编
辑部

咨 询 电 话 : 3 2 1 0 0 2 1
18754398968 13625439081

地点二:黄河五路渤海十六路
国际大厦大众网滨州频道

咨询电话:3077555

地点三:黄河三路渤海八路中
央公园售楼处

咨询电话:3377777 3378888

地点四:黄河五路渤海七路滨
州牵手婚介中心

咨 询 电 话 : 3 2 2 6 3 6 3
15553388231

地点五：黄河五路渤海十路，
浩泰大厦303滨州全搜索网

咨询电话：3387966

短信报名方式：
手机用户编辑“988+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方式 学历
职业 月薪 婚姻状况 择

偶标准”到106287878。

相亲会报名注意事项

滨州市志杰服饰有限公司部分报名本报相亲会的单身男女。 本报记者 王泽云 摄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王泽云)
10日、11日，近百名单身男女利用

周末时间报名参加由齐鲁晚报·今
日滨州、大众网滨州频道联合主办，
滨州富泰置业有限公司承办的“情
定中央公园”2013滨州全城热恋相
亲会。其中，已经有人对上周曾报道
的李女士有好感，并决定相亲会上
好好谈谈。

10日，在滨城区打工的梅先生
发短信称觉得在滨城区开盲人店的
李女士很适合自己，并报名相亲会。
11日，博兴县的耿先生则觉得“表
姐”李女士跟自己挺合适，他也离
异，有一个3岁多的孩子，希望在相
亲会上进一步了解。李女士听了耿
先生的条件后觉得还可以，希望与
耿先生先了解一下。

10日上午8点多，23岁帅气小伙
儿赵先生早早地赶到本报编辑部报
名。“和我同岁的很多朋友都结婚
了，父母很着急，自己也很着急。”赵
先生身高1 . 78米，高中学历，性格内
向，爱好旅游，他希望能找一个性格
外向的女孩为伴。赵先生虽然年龄
小，但是在找对象方面却显得很成
熟“外表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过日
子、顾家就行。”

10日上午，滨州市志杰服饰有
限公司的1 0位员工也集体报名参
加了相亲会。滨州市志杰服饰有限
公司主要业务是生产加工外贸出
口服装，涉及针织、梭织服装的加
工销售、印花、绣花服饰的加工与
相关配套辅助材料的销售。“我们
厂的员工大都结婚了，单身的不
多，不过我们厂有几个小姑娘条件
真不错，希望她们能在你们相亲会
上找到合适的。”该厂人力资源部
樊经理说。

快快来来相相亲亲大大舞舞台台展展示示才才艺艺吧吧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王

泽云) 本报即日起面向广大
市民招募具有特长的表演人
才，来本报组织的“情定中央公
园”2013滨州全城热恋相亲会
大舞台上表演。如果您想在众
人面前展现自己的才艺，赶紧
报名参加吧。

8月17、18日，本报将在黄
河三路渤海八路举办“情定中
央公园”2013滨州全城热恋相
亲会，届时会有成千上万单身
男女前来参加，为使更多的单
身男女迅速摆脱第一次见面

时的尴尬，共同的欢笑与快乐
将是他们迅速结识的良好速
溶剂，本报将在相亲会现场设
置“情定中央公园”2013滨州全
城热恋相亲会大舞台，您的才
艺展示将会给成千上万的单
身男女带来欢笑与快乐。

如果您有动听的歌声、美
妙的舞姿、会演奏乐器、会变魔
术或者小杂技等各种才艺或
者您有一手好字、可以画出象
征美丽爱情的图画，都可以报
名参加。不论您已经小有名气，
或者只是想登台展示一下自

己，也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有才
艺，只要想展示自己，均可报名
参加。

单身男女们将伴随着您
的动听的歌声、美妙的舞姿
而结识，在为您鼓掌、叫好的
同时有更深入的认识，您相
赠的一手关于爱情忠告的话
语或许成为他们的爱情箴
言，一幅美丽的图画画出他
们未来美好的爱情，如果您
也想加入到相亲的大家庭，
赶紧来报名吧！

报名电话：18754398968

开开车车打打手手机机，，77个个月月罚罚了了11550000余余起起
自新交规实施以来，滨州交警加强了开车打手机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检查力度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刘涛)

自2013年新交规实施以来，开车打
手机被单独列为一项交通违法行
为，截至7月底，滨州已处罚此类违
法行为1500余起，平均每月200余名
司机因开车打手机被罚。

一位民警告诉记者，他经常看
到有的司机在十字路口处等红灯时
突然接到电话，司机只顾着打电话，
却没有看信号灯，结果绿灯都亮了
几秒了车还没动，后面司机等不及，
纷纷按喇叭催促。

为减少因开车打手机造成的交
通事故和交通拥堵，自新交规实施
以来，滨州交警加强了对此类交通
违法行为的检查力度。截至7月底，
已查处开车打手机违法行为1528

起。
据了解，目前，针对开车打手机

的违法行为，滨州交警支队主要采
取人工抓拍的方式进行查处。“执勤
民警在指挥中心浏览路况时，如果
发现司机开车打手机，民警就通过
人工截图的方式将该司机的车牌号
记录下来，并以短信的方式通知违
法者。”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民警在
现场执勤时，也会对开车打手机的
司机进行处罚。

随着滨州智能交通管控系统的
应用，开车打手机等交通违法行为
将进一步被查处。目前，该系统正处
于试运行阶段，交警提示广大司机
朋友，开车时禁止打电话，否则将面
临扣2分的处罚。

酒驾、套用车牌诸如此类交通
违法行为，驾驶员都知道这是“禁
地”，很少有人去触碰。然而，像开
车打手机、不系安全带、不按规定
车道行驶、骑摩托车不戴头盔、借
道超车、穿插等候车辆、不按规定
使用远光灯、随意停车等违法行为
不受司机们重视，即使被交警提
醒、贴上罚单，还是屡犯不止。

8日，记者随机调查了10余名
司机师傅，他们驾龄至少三年，针
对记者罗列的上述违法行为，他
们坦言平时经常会触犯其中的一
到两条，即使被人提醒，还是屡犯
不止。

司机刘师傅由于开餐馆，平
时开车时，经常会因业务原因接
打电话。前不久，刘师傅开车到一
十字路口处，忽然接到一电话。

“我只顾着接电话，没曾想车一下
碰到前方车辆，我的车受损不说，
还得陪对方钱。”自从那次事故
后，刘师傅以后开车都尽量避免
接听电话，“但有时电话来了，自
己还是忍不住。”

而驾驶人赵师傅夏天骑摩托
车时从来不戴头盔，“天这么热，
戴着头盔出汗太多，所以我一般
不戴。”此外，司机师傅们对开车
打远光灯深恶痛绝，不少车辆还

偷偷到一些4s店改装，将大灯换
成透光性更高的灯。“有一次，我
开车时，迎面驶来一辆车开着远
光灯，照得我眼睛睁不开，此时一
轿车从旁边小区驶出，我差点撞
上它。”李师傅说。

东城交警大队交警一中队民
警赵孔新说，目前滨州交警主要
采取人工抓拍的方式对开车打手
机的司机进行处罚，但现场执法
中，如果民警拿不出足够证据，就
不能处罚他们。

夏天天热，一些摩托车主经
常不戴头盔骑车，即使他们被交
警发现，一些驾驶人骑车逃掉，为

保证驾驶人安全，交警还不能紧
追，而且大多数摩托车很少去年
审，即使记下摩托车的牌号，也很
少能联系到驾驶人。借道超车、不
按规定车道行驶等大都是在没有
交警或远离监控的情况下进行的
违法行为。

交警在执勤中会经常遇到不
按规定使用远光灯的现象，但司
机看到交警后，立马把灯关掉，交
警去开罚单却苦于没有证据，只
能采取教育的方式让其注意。交
警一直以来对随意在人行道上停
车的行为都采取措施进行制止。

“罚单每天都贴，还是有人犯。”

相关链接

这些行为也违法，但容易被司机忽视

司机开车打手机现象较为普遍。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本报8月11日讯(见习记者
王领娣 邵芳 ) 连续的大雨使
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处赵集社区
一些低保户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
危险。为了保证人员的生命、财
产安全，赵集社区在为民服务站
积极安置危房里的12名低保户，
并申请民政补贴对危房进行修缮
和重建。

赵集社区服务站设在一座闲
置的学校里，分为男士和女士宿
舍，每个宿舍内都整齐地摆放着
几张床铺。据了解，进入雨季以
来，赵集社区有些困难户的房子
出现裂痕，还有一些房屋院子的
积水达到30厘米，家中的物件遭
到不同程度的浸泡，甚至还有一
些房子出现了倾斜、坍塌的情
况。在赵集社区李书记的带领
下，社区工作人员帮助困难户完
成了转移。“这次问题比较严重
的一共有50多户，其中村里条件
好一点的就转移到村办公室的安
置房里，我们还组织人员和车辆
去把低保老人接过来，有的老人
还是我们从屋里背出来的。”李
书记说。

赵集社区赵主任告诉记者，
这些老人已经来社区快一个月
了，他们平时就在这里吃饭。社
区免费为他们提供饮食起居，保
证这些老人正常的生活作息。

李书记说，今年连续的大雨
让赵集社区26个村受到了不同程
度的损失，其中较为严重的是沿
张村、薛家等。社区已向民政部
门申请了资金，等资金到位后将
民政拨款、村里投入部分资金和
村民自己的资金三部分加在一起
将对这些低保户的危房进行修缮
和重建。

12名低保户

住进社区服务站


	U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