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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大观峰

今今明明两两天天气气温温直直降降1122℃℃
16日凌晨最低温2℃，有轻霜冻

本报泰安10月13日讯(见
习记者 路伟) 13日下午3点
30分，泰安市气象局发布寒潮
蓝色预警信号，14日、15日两
天气温将会下降10-12℃，预
计最低气温将出现在16日早
晨，达2℃左右。

最近几天，舒适地气温让
不少市民选择出行。“前几天有
雾，没怎么敢出门，最近这几天
空气挺好，重阳节带着父母出

去玩了一天。”13日，市民姜先生
说，感觉空气比前几天好多了。

13日，省环保厅官方网站
公布的全省17城市大气环境
质量数据中，9月份，泰安市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的天数
为11天，位列全省9位，居内陆
城市第三位。就气温来说，早
晚十几度的温差让不少市民
不太适应。“白天挺热，一早一
晚反而挺冷，早上出门裹着外

套，到中午得换上短袖了。”市
民李先生说，出门得带好几件
衣服。青云庵小区的贾女士
说，根据老人的经验，寒露过
了之后，气温就会下降，但今
年，老经验没这么灵验了。虽
然早晚温度较低，但最近几天
泰 安 市 白 天 的 气 温 依 旧 在
29℃左右。

受冷空气影响，居高不下
的气温这次要“低头”了。13日下

午3点30分，泰安市气象局发布
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强冷空
气影响，泰安市明天白天开始
将出现大风和降温天气并伴有
小雨。预计14日白天到15日，东
北风4～5级阵风7级，湖面5～6

级阵风8级。同时，全市大部地区
有小雨，气温将明显下降，过程
降温幅度10～12℃，预计最低气
温将出现在16日早晨，可达2℃
左右，有轻霜冻。

本报泰安10月13日讯(记
者 侯峰) 13日，记者走访泰
城各大农贸市场和商超发现，
生姜价格普遍在7元以上，比
去年同期高出3倍多。物价部
门称目前生姜供应偏紧，预计
霜降前后价格或将回落。

“前两天才6块钱，今天一
下子就涨到8块钱了。”13日早
上，从科山路菜市场回来的徐
女士说，现在生姜的价格越来
越贵，她本来打算买一斤姜，
最后只买了4两。

记者走访泰安各大农贸
市场和商超发现，除了个别质
量差的品种在6元左右，生姜
价格普遍在7元以上。“这两年
姜的价格这么低，种了不赚
钱，谁还愿种。”一位商贩告诉
记者，加上今年出了毒生姜事
件，不少生姜都被销毁处理
了，“一下子少这么多，现在肯
定供不应求。”

泰安市物价局监测数据
显示，自6月份起，泰安市生姜
价格一直保持着上涨态势，近

期涨速明显加快。12日，泰城
岱北市场和肥城泰西商贸市
场生姜零售价格 (单位：元 /
500g，下同 )分别为8 . 0 0元和
7 . 00元，较10月5日的6 . 00元和
4 . 0 0 元 分 别 上 涨 2 5 . 0 % 和
75 . 0%，佳乐家超市、大润发超
市、新时代商厦、中心银座超
市生姜价格分别为 7 . 9 5元、
7 . 99元、7 . 60元和9 . 00元，均突
破7元。

根据泰安市物价局的分
析，目前生姜价格涨势显著的
原因主要是由于供应偏紧。泰
城集贸市场2011年、2012年10

月中旬生姜价格分别为2 . 70元
和2 . 00元。不少姜农因亏损减
少了种植面积，使生姜产量减
少。2012年以来的旱涝天气较
多，导致生姜减产。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所卖
生姜大多为陈姜，新鲜生姜尚
未上市，生姜出售处于“青黄
不接”的阶段。物价局工作人
员表示，目前生姜价格节节攀
升，刺激了姜农的“惜售”心

理，影响生姜市场投放量。许
多姜农期望在今年新姜上市
前，姜价能继续冲高，因此目
前多呈观望态度。

泰安市物价局工作人员

称，按照生姜的生长规律，每
年的霜降前后是最为集中的
上市时段，届时随着市场供
应量增加，生姜价格或将回
落。

本报泰安10月13日讯(见
习记者 李亚宁) 13日下午，
巩先生约朋友一起报名本报
金秋相亲会。巩先生说，他通
过本报微信平台看到相亲会，
介绍朋友来报名。10月25至27

日，本报“倾城之show”泰安婚
博会将与金秋相亲会同时举
行。

13日下午，34岁的巩先生
到本报编辑部，报名参加金秋
相亲会。据了解，巩先生老家
在莱芜，2008年到泰安从事汽
车配件生产工作。“我今年都
34岁了，有稳定收入，目前没

车没房，想找个孝敬父母的有
缘人，在泰安有个家。”

他说，自己性格偏内向，一
直没有结婚。“以前也跟女孩接
触过，但性格有点内向，看见女
孩就不会说话，就这样给耽误
了。”他说，随着年龄变大，合适
自己的异性也越来越少。“家里
父母也都着急，我一回家就催
我找对象，过节放假都不好意
思回家了。”巩先生说。

12日晚，巩先生通过本报
微信平台了解到金秋相亲会
的信息，接着转发给朋友。13

日他和朋友两人一块报了名。

您还可以通过本报微博、微信
了解相亲会的相关信息。

10月25日到27日，本报联
合泰城多家婚庆公司，搭建

“倾城之show”泰安婚博会服
务平台，为年轻人婚嫁消费提
供一个集中、优惠、新奇、惊喜
的一站式购物环境。婚博会与
金秋相亲会同步进行，集中婚
庆产业链上的婚纱摄影、婚礼
策划服务、婚宴服务、房产、汽
车、珠宝、蜜月旅游、喜烟喜酒
等新婚服务和产品，让您提前
了解婚庆产品和服务。

相亲会报名方式：报名不

收取任何费用，报名时须出示
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和复
印件，5寸或7寸个人靓照1张
(电子版为佳)。如有亲友代报
名，则须提供报名者所有信息
和代报名人身份证。

报名地点：泰安市望岳东
路中七里社区服务中心4楼，
齐鲁晚报·今日泰山编辑部
(财源街道办事处对过)

报名咨询电话：0 5 3 8 -
6982106

报名时间：10月9日—22日
活动地点：中兴时代大厦

(卜蜂莲花超市南500米)

莱芜小伙和朋友一起报名相亲会

““找找个个孝孝顺顺的的她她，，在在泰泰安安安安家家””

本报泰安10月13日讯(记
者 赵苏炜) 近日，在文化艺
术中心泰山大剧院举行“十艺
节”应急保电联合演练，保证
剧院任何一条电源不出现故
障。

“从15日开始，全国群星
奖演员的走台和比赛都是全
天进行，从早到晚持续时间

长，任务重，在剧场内，电力
供应十分重要。”泰安供电公
司保电人员说，供电公司制
定3项故障停电预案，“十艺
节”期间采取供电线路“盯
守 ”，重 点 部 位 环 网 柜“ 蹲
守”，剧院配电室“值守”，确
保突发事件下的应急保电。
重要展演比赛时段，出动线

路组、配电设备巡查组等4个
保电小组，73名保电人员，定
岗定值，每隔 3 小时换班一
次，不间断巡视、测温，确保
供电万无一失。

“10日晚，保电人员例行
对展演场馆电源线路进行特
巡检查时发现，剧院附近某工
地大型机械施工作业距供电

设备距离不足2米，极易引发
剧院展演时供电故障，若施工
作业稍有不当，挖断电缆，那
后果不堪设想。”保电人员辛
欣说。

11日，保电人员立即对隐
患整改，现场设置安全警示牌
和围栏，将施工现场的供电设
备保护起来。

一一斤斤生生姜姜卖卖到到88块块钱钱
比比去去年年同同期期贵贵三三倍倍

““十十艺艺节节””剧剧院院三三套套预预案案保保电电
确保展演比赛期间不出现线路故障

超市蔬果专柜的生姜已经达到7 . 99元。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S103济临线
改造主体竣工

本报泰安10月13日讯 (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申传海) 11日，
S103济临线新泰岱岳交界至西周河
桥大修改造工程主体全线竣工。为
保证行车安全，施工单位正加紧对
全线防护工程进行施工，待所有防
护工程到位后，将放行通车，预计11

月中旬全线放行。
据了解，新泰岱岳交界至西周

河桥大修改造工程，全长29 . 1公里，
投资2 . 6亿元，按二级公路标准设计
施工。该工程被新泰市列2013年为
民所办十件实事之一，为方便沿线
厂矿企业经济发展、方便人民群众
便捷出行，新泰市公路局积极与业
主单位、施工单位沟通协商，最终确
定在不影响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由施工单位自行筹措未到位资
金，将工程工期由两年缩短为一年，
2013年年底主体工程全面完工并具
备通车条件，11月中旬放行通车。

本报泰安10月13日讯 (记者
白雪) 近日，泰安市实现“普通话
初步普及，汉字的社会应用基本规
范”的语言文字工作目标，顺利通过
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

泰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说，评
估团通过听取汇报、座谈了解、调查
问卷、查阅资料、现场查看等方式，
分别对泰安市党政机关、学校、新闻
媒体、公共服务行业等四大领域16

家单位的语言文字工作情况进行全
面检查。评估结果表明，泰安市实现
了“普通话初步普及，汉字的社会应
用基本规范”的语言文字工作目标，
顺利通过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
作评估。

去年以来，全市200多个单位
13000余名在职人员参加普通话水
平测试，四大领域各单位工作人员
测试率均在85%以上。近年来，在全
市户外广告牌匾用字规范管理专项
排查中，共拍摄泰城主要街道各种
不规范用字500余张，清理各类不规
范用字300余处。

普通话水平
泰安“初步普及”

新泰事业单位
招考203人

本报泰安10月13日讯(记者 王
伟强) 记者13日获悉，2013年新泰市
事业单位共招考203人，其中教师55

人，10月15日至18日报名，11月2日上
午笔试。

报名时间为10月15日9：00至18

日16：00，查询时间：10月16日9：00至
19日16：00，报名及考务查询网址：
http://www.xintai.gov.cn。每人限报
一个岗位，通过资格初审的人员，要
于10月19日16：00前进行网上缴费，
逾期不办理网上缴费手续的，视作
放弃。缴费成功后，需于2013年10月
30日至11月1日登录该网站下载、打
印准考证。考务费收取标准为每人
每科40元。

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时
间为11月2日上午。笔试根据专业不
同分为综合、卫生两类。面试考务费
为70元。博士研究生须到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科
(市政府三楼)现场报名，不参加统
一组织的笔试 (不缴纳笔试考务
费)，具体考试、考核方式另行通知。

其中，共招聘教师55人，大学本
科及以下学历应聘的，须具有教师
资格证、新泰市常住户口或为新泰
生源；年龄在35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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