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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今参考

内陆地区晴间多云，北风3-
4级，-4℃-6℃；北部海区晴间多
云，北风6-7级，-2℃-4℃。

◎三日天气◎

内陆陆地地区区阴阴转转多多云云，，有有雾雾或或
霾霾，，北北风风33--44级级，，11℃℃-44℃℃。。北北部部海海区区
阴阴转转多多云云，，北北风风66--77级级，，00℃℃-44℃℃。。

内陆地区晴间多云，北风3-
4级，-6℃-7℃；北部海区晴间多
云，北风6-7级，-4℃-5℃。

天气信息
低低保保、、五五保保供供养养标标准准提提高高
城市低保每年提高600元，农村低保每年提高200元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丛
书莹 )为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工
作，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潍坊市民政局联合市财政局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提高城乡低
保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的通
知》，在连续多年提标扩面的
基础上，继续大幅提高城乡低
保、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和补助
水平，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

通知要求，城市低保标
准，中心城区由目前的每人每

月不低于400元提高到不低于
450元，其他县市由目前的每
人每月不低于360元提高到不
低于410元。农村低保标准，
中心城区和诸城、寿光，由目
前的每人每年不低于2500元提
高到不低于2700元，其他县市
由目前的每人每年不低于2200
元提高到不低于2400元。农村
五保供养标准，全市农村五保
集中和分散供养标准由目前的
每人每年不低于3300元和2500
元分别提高到不低于4800元和

3600元。城乡低保补助水平也
要进一步提高，城市低保补助
率不低于65%，农村低保补助
率不低于70%。

通知还要求全市各级民政
部门结合这次保障标准调整工
作，将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全
部纳入保障范围，实现动态管
理下的应保尽保，做到分类施
保。财政部门要进一步调整财
政支出结构，加大保障资金投
入，筹措好保障资金，确保及
时、足额支付。1122月月1100日

明起雾霾

有所缓解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秦国
玲)潍坊市气象台预报，本周本市
冷空气仍较为频繁。周二和周四，
本市将持续受南下冷空气的影
响，天气转晴，内陆将有5级左右
西北风，气温持续下降。预计周四
前后，市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至
4℃。

根据气象监测，新一轮冷空
气9日将抵达潍坊，陆地风力也将
加大到4级至5级。明天本市平均
气温将出现3℃的小幅下挫，最高
气温4℃左右，最低气温降至0℃。
9日，潍坊市阴转多云，有雾或霾，
北风3-4级。10日，潍坊以晴转
多云天气为主，北风3-4级，随
着起风，雾霾将有所缓解，最高
气温7℃，最低气温-6℃。11
日，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温-4℃，
最高温6℃。周日傍晚到夜间，受
一股冷空气影响，本市天气转
晴，陆地将有4-5级西北风，气
温略有下降。

1122月月99日日

1122月1111日

朱家沟小学生乐享超市化图书大餐

潍坊科技馆
明年四月开放

牙齿黄金 让拔牙成为历史！
医学证实被迫拔牙的人

90%是牙龈萎缩及牙齿松动所
致，即使非拔不可也应千万慎
重，只要牙齿还在，请立即使
用新品牙齿黄金，当天使用当
天见效，一次使用，终身受

益。
牙齿黄金直接进入受损，

萎缩的牙龈细胞，快速去除牙
渍，结石、口腔异味、消炎、
杀菌、从根本快速止痛、迅速
滋养，激活受损的牙龈细胞，

使牙龈重新膨胀、红润、松动
的牙齿快速转向牢固。从此无
需拔牙！

爱牙热线：8720560 免费
送货 买3赠1 买5赠2 在指定
药店购买

男人，就要霸气!
中医认为：肾脏藏有“先天

之精”，是人体生命的源泉，也
就是中医所说的肾精。肾精不
足，肾活力就会下降，造成肾阴
虚、阳虚或者阴阳双虚！出现精
力减退、健忘脱发、腰膝酸软、
性功能降低等症状，影响健康。

国药关东参茸片经过千余例临
床验证，是一种天然植物制剂,

结合现代高科技萃取技术补益
肾阴，人参扶助元气，达到平衡
补肾的效果让男人更持久，更
强悍,国药关东参茸片提醒你勿
滥用壮阳药，为一时之快而透

支肾精，加重病症
参茸片让你花最少的钱，

治疗你的烦心病，用疗效说明
一切。

地址：四平路佳乐家对面
中天大药房

咨询热线：8931312

耳聋耳鸣治一个好一个
“益气聪明丸”依据现代

医学治耳理论，精选出十余味
上等中草药，提纯浓缩，精制
而成效果确切，彻底治愈耳
聋、耳鸣、中耳炎，让饱受折磨
耳病的患者回到明朗的有声

世界。
益气聪明丸主治：神经性

耳聋耳鸣，创伤性耳聋噪音，
药物中毒，肾虚引起的耳聋耳
鸣，急慢性中耳炎，耳痛，耳
背，耳痒等症状，益气聪明丸

让你花最少的钱，治一生的
病，用每一粒药丸验证疗效，
用真实的效果说明一切。

专家热线：8931312

销售地址：四平路佳乐家
超市对面中天药店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秦国
玲)8日，记者从高新区获悉，该
区感知校园平台建设成效显著，
累计投入资金622万元。目前，
每一所学校的监控视频与潍坊高
新区公安局实现了联网，实现了
安全管理的无缝覆盖。

5日下午，记者与高新区教
育局电教科杜志国一起打开智慧
校园页面，在“安防联动”栏目
下，双击高新区东明学校的“视
频监控”，看到一个标明具体监
控地点的列表。点击“东明-南
门东”，记者看到学生们正排着
整齐的队伍走出学校。画面清
晰，现场情况一目了然。杜志国
介绍，“安防联动”系统是由电
子巡更、视频监控、智能分析3
部分组成。视频监控是由每个学
校的8路视频实时覆盖学校的重
要场所，并与潍坊高新区公安分
局联网。“电子巡更”则自动记
录保安人员的校园巡逻情况，如
果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保安人员
没有按照规定巡查，系统就会显
示“未巡”或“漏巡”字样，学
校巡更的示意图上没有巡查的点
显示为红色。学校管理人员根据
巡更情况，对保安人员实施奖
惩。

高新区感知校园

实现警校联网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王
琳 )7日，“铭鼎杯”潍坊滨海马
术大奖赛在滨海区拉开帷幕，
大赛分为速度赛、绕桶赛和耐
力赛，来自全国的150多匹赛马
在场上展开角逐。据介绍，这是
潍坊举办的水平最高、规模最
大的马术比赛，不少市民纷纷
赶来一饱眼福。

上午九点多，在滨海区铭
鼎马术俱乐部赛马场内，来自

全国各地的27支队伍150多名
骑手和150多匹赛马已准备就
绪，纷纷向市民展示着自己的
英姿。

上午十点多，马术比赛正
式拉开帷幕。在首先举行的
1200米速度赛中，8匹赛马都
显得精神十足，在哨声响起的
那一刻，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
出去。获得冠军的是来自潍坊
铭鼎马术俱乐部的“科鲁兹”，

它是一匹英国纯血马。骑手赵
新刚是来自河北的26岁小伙
子，他从事赛马训练师已经有
8年，曾经还带领其它赛马获
得过全国速度赛马锦标赛冠
军。

据介绍，参加本次比赛的
共有来自全国的27支代表队，
有150多名骑手和150多匹赛
马，其中包括22匹纯种汗血马，
最昂贵的一匹价值300多万元。

115500匹匹““宝宝马马””角角逐逐高高低低
最贵的“汗血马”价值300多万元

首条寒亭区内
公交线路开通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张浩)
12月6日，潍坊市科普志愿服务
系列活动在奎文区幸福街小学
拉开序幕。据了解，潍坊市科技
馆将于明年4月份建成并开放。

6日上午，在幸福街小学教
学楼前，2000多名小学生在校园
里分享了由潍坊市科技馆工作
人员带来的“科技大餐”。据了
解，此次“科普志愿服务进校园”
是整个系列科普志愿活动的开
始，也是潍坊市科技馆正式开馆
前的模拟亮相。

潍坊市科技馆副馆长李凌
云介绍说，位于市文化中心的科
技馆目前正在建设攻坚阶段，初
定2014年4月份建成并开放。届
时将成为潍坊市重要的休闲旅
游驿站和科普教育基地。

据介绍，潍坊市科技馆馆名
由莫言题写，总建筑面积2 . 7万
平方米，建成后将是全省最大的
综合性科技馆。李凌云介绍说，
全景地震剧场能模拟0至8级的
地震体验，能更好地向市民普及
地震知识。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王琳)

为了方便寒亭区内市民出行，市
公交公司开通了寒亭首条区内公
交线路41路公交车，从8日起正式
通车运行。同时，公交公司还优化
调整了4路、5路、58路3条公交线
路，进一步完善寒亭区内线网布
局。

新开通的41路公交车从公交
寒亭枢纽站发车，经寒浞路---
民主街---霞飞路---富亭街---
海龙路---祥亭街---友谊路---
泰祥街---丰华路---益新街—
渤海路—民主街---寒浞路至公
交寒亭枢纽站，单程里程18 . 8千
米；沿途增设寒一村(寒亭运管
所)、寒亭区人民医院、寒亭区委、
寒亭交通委员会、寒亭电影院、潍
坊师范、化纤厂宿舍、金海岸商贸
城、民主街白云路口、霞飞路民主
街路口、霞飞路益新街路口、西寺
庄、百汇大市场(环宇五金机电大
市场)、颐和花园(潍坊华洋水运
学校)、富亭街上港路口、海龙路
富亭街路口、祥亭街海龙路口、慧
馨园小区、寒亭一中、泰祥花园、
幸福家园、南部怡家、金融大厦、
寒亭执法局、寒亭农行、益新街渤
海路口、渤海路民主街路口、寒亭
区人民医院、寒一村(寒亭运管
所)等29个站点。

41路公交车开通后，市公交
公司结合寒亭区内的具体线路布
局，对4路、5路、58路公交线路进
行了优化调整。

临朐县柳山镇朱家沟小
学学校图书室配备规范化，共
有图书6800册，人均达到40多
册，这为学生的阅读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针对图书利用率低的情
况，学校提出了图书室超市化

的理念，真正使图书室面向每
一个学生，达到自由借阅的目
的。实行图书室超市化以来，
同学们掀起了读书热潮，每周
至少借阅一本书已成常态，阅
读较快的同学可以相互交换
阅读，学校目标是让该校学生

六年阅读150本书。学生通过
阅读自身也在默默的发生着
变化，图书被真正利用起来
了，学生在书海中遨游，沉浸
在阅读的快乐中，收获着享受
着阅读带来的成就感。

李法军

刘晓清作品展
在潍举行

7 日上午，“中国梦·好人
梦”——— 最美轮椅姐姐刘晓清书
法作品展在潍坊郭味蕖美术馆
隆重开幕。为期三天的展览展出
刘晓清的书法作品百余幅，既有
宏幅巨制，又有玲珑小品，行如
流水，楷似蝇头。刘晓清的书法
艺术既圆了自己的中国梦，也带
给参观者美好的精神享受，并从
她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感人事
迹中得到“励志、奋斗、成才、圆
梦”的启迪。图为市民在参观刘
晓清书法作品。

本报记者 李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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