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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今参考

内陆地区晴到少云，北风3-4

级，-6℃~3℃；北部海区晴到少云，
北风5-6级，-4℃~2℃。

◎三日天气◎

内陆地区多云转阴，北部有阵
雪，北风3-4级，-4℃~3℃；北部海区
多云转阴有阵雪，北风6-7级，-3℃~
2℃。

内陆地区多云转晴，北风3-4

级，-6℃~3℃；北部海区多云转晴，
北风5-6级，-4℃~2℃。

天气信息

1122月月1188日日

1122月月1199日日

1122月20日

今日北部有阵雪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秦国
玲)潍坊市气象台预报，18日，受冷
空气影响，北部有阵雨。预计19日、
20日最低温在-6℃左右，最高温仅
3℃。

根据气象监测分析，18日多云
转阴，北部有阵雪，北风3-4级，最
高气温3℃，最低气温-4℃。起风
后，雾霾被吹散，受冷暖空气影响，
全市会有降温，天气以晴到少云为
主，最低温在-6℃左右。

目前来看，本周潍坊市仍然难
见明显雨雪，没有水汽，也助长了
霾的出现。气象专家表示，虽然冷
空气频繁，但空气湿度较小，没有
有效水汽输送，冷暖空气无法配合
形成降水。由于没有有效降水，也
使得潍坊气温偏高。其实，华北地
区也呈现气温偏高、少雨的天气特
点，在这种天气状况下，雾霾也较
为明显。

寒亭区引导

企业向园区集中

寒亭为改变中小企业小、散、
乱的布局现状，近年来，引导城区
企业向园区集中，目前寒亭的国立
高科技产业园、潍柴先进制造园、
寒亭生态工业园、北海医药食品物
流园等园区已引进大量企业落户，
很多企业已建成投产，以潍坊国立
高科技产业园为例，提高工业用地
投资强度，积极推进3层以上标准
工业厂房建设，切实提高单位土地
面积投入产出水平，对促进寒亭经
济社会发展，节约集约用地有重大
意义。 通讯员 谭长征 韩鹏

狂欢圣诞

“五阿哥”助力泰华城

12月14日，新版《还珠格格》中
饰演“五阿哥”的张睿，携2013年

“春晚人气歌手”许艺娜助力2013
世纪泰华会员年会。当日下午3点
莅临潍坊泰华城泰华百货北门举
办明星见面会。

张睿现场演唱了专辑中的多
首歌曲，其中《每一天，爱一遍》为
全国首唱！之后张睿冒着严寒，现
场连续签售3个小时，专辑大卖。满
足了广大粉丝最浓烈的热情。张睿
和许艺娜两人还首次深情对唱专
辑歌曲。现场人气爆棚，舞台被热
情的粉丝和市民围了个水泄不通。

大家的热情点燃了明星的热
情，最终，张睿与许艺娜一起点亮
了象征“狂欢圣诞”的圣诞树以及
120米圣诞大道，全城华彩绽放！

三三千千多多辆辆客客车车
春春运运前前大大体体检检
春运期间，包车客运车辆每天要上报运行轨迹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王琳 )2014年春运将于1月

16日拉开序幕，为保障市民安
全出行，从12月20日起，市运
管处将对全市所有客运车辆
逐一进行“体检”。

目前全市共有三千多辆
客运车辆，本次春运前“体检”
重点包括车容车貌、车辆安全
设施设备、车辆营运证件、驾
乘人员资格、承运人责任险投
保情况及卫星定位车载终端
安装及使用情况等。经审查合
格的，发放“春节道路客运
证”。对不合格的，不予发证，
车辆及驾驶员不得参加春运。
本次检验遵循属地管理的原
则进行，各县市区客运车辆，

由当地运管机构具体组织实
施，并负责对合格车辆发放

“春节道路客运证”。
包车客运车辆的运输安

全一直是监察重点。目前已对
全市包车客运市场在春运期
间的“表现”提出了具体的要
求，严格控制包车客运车辆超
范围经营和在外省、外市经营
问题，要求各包车客运企业和
所属运管机构，自春运开始，
严密监控包车客运车辆的动
态，实行营运过程监控全覆
盖。今年将严格执行客运车辆
轨迹回放日报制度。各包车客
运企业自春运开始，每日10时
前报送前一天凌晨始24小时
内车辆运行轨迹回放地图。

各县市区运管机构对企
业报送的包车客运车辆24小
时轨迹回放地图进行审核。经
核查，发现存在超范围经营或
违反规定的，立即按规定进行
处理，并根据情节轻重或违章
次数责令限期整改或停业整
顿。同时，各县市区运管机构
每10天向市运管处汇总报送
一次。市运管处根据汇总情况
进行通报，并录入企业质量信
誉考核档案。此外，市运管处
要求各包车客运企业严格履
行包车合同协议，明确起止
地、途经地、包车时限、包车人
数及详细载客停车地点等，严
禁承揽包车合同以外的乘客，
并严格按核定的路线运营。

居居然然之之家家风风筝筝都都华华美美绽绽放放

1路、5路公交

路线时间有变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王琳)
1路公交车的具体调整方案为：从
景苑小区发车，经清溪街—宝通
街至鸢飞路恢复原线运行，同时
临时撤消福田重工、文化南路金
山街路口、山东康惠医药、育华
中学、武家庄、王家庄、文化南
路凤凰街路口、千业色纺、董家
村、山东永宇医药公司等10处站
点。线路的临时调整可能对沿途
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市民可根据
调整情况提前安排乘车路线。

5路公交线路的终点站由杨家
埠民俗大观园调整至寒亭公交枢
纽站。近日为了方便市民出行，
保障乘客前往寒亭区内工作、生
活、学习的乘车需求，市公交总
公司对线路的运行时间做出了调
整，火车站末班发车时间由原来
的18:30调整至19:00，寒亭公交枢
纽站末班发车时间保持原来18:30
不变。火车站及寒亭公交枢纽站
早发车时间同时保持不变。

昌乐县健全

山洪防御体系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李晓
东 通讯员 徐盛丰 丛清洁)昌
乐县今年投资500余万实施了山洪
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在营
丘、乔官、红河、高崖水库库区设置
了5处无线预警发射站、35处无线
预警接收站，通过调试，逐步实现
各地无线发射站与无线预警接收
站之间的互联互通，灾害发生时能
将预警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送到山
洪灾害威胁区域，最大限度地减少
人身和财产损失。

目前昌乐已有5处自动雨量监
测站，14处雨量、水位、视频综合监
测站，116处人工预警站，该县还通
过将山洪预警平台与水雨情信息
监测系统对接，构建起了集网络、
数据库、地理信息、技术于一体的
监测预警平台。

12月14日上午，国内家
居建材行业龙头企业、北京
十大商业品牌、中国驰名商
标企业“居然之家”第80家
分店——— 潍坊店盛大开业
了。居然之家潍坊店位于鸢
飞路与玉清东街交汇处，经
营 面 积 5 万 平 方 米 ， 集 设
计、家装、建材、家具、家饰、
厨电等家居产品经营展示于
一体，是居然之家在山东地
区开办的第7家分店。

为庆祝盛大开业，居然

之家潍坊店在12月14日至1
月 1 日 期 间 同 步 举 行 包 含
“ 成 交 价 基 础 上 直 降
15%”、“购物抽免单”、
“豪礼大派送”以及“开业
当天免费领取精美礼品”在
内等一系列活动，开业现场
盛况空前，不到9点，潍坊
店外围广场就已经挤满了热
情的消费者。此次活动力度
之大在整个潍坊市家居建材
行业也是屈指可数的，着实
让市民消费者们享受到了疯

狂的实惠。开业当日，居然
之家还向消费者做出郑重承
诺:如果顾客在居然之家的消
费出现质量问题或服务问
题，由居然之家向顾客先行
赔付；如果顾客的装修出现
室内空气污染，居然之家负
责全额退款；如果顾客所购
商品的价格超过其它卖场，
差价部分双倍返还；如果顾
客买了东西以后不满意，在
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同时
承诺“送货安装零延迟”！

青州市建成
“指尖上的园林”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秦国
玲)17日，记者从青州市园林局获悉，
该市探索建立的GIS数字园林综合
管理信息系统已初步成型，将实现对
城市园林规划设计、工程建设、绿地
管理、公园、古树名木等相关内容的
数字化管理。

网民通过访问青州市“数字园
林”系统，不仅能快速准确地计算出
青州市建成区各类绿地面积、绿地
率、绿化覆盖率等数据，还可以迅速
查看园林绿地布局与现状景观信息，
了解古树名木的分布状况及其他各
类绿地的详细情况。目前，青州市城
区12条主干道、公园绿地、风景名胜
以及古树名木的信息都已采集并录
入完毕。

开无房证明
不用来回跑了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刘昕滢 )16日记者获

悉，为了节约市民办事时间、减少
跑腿次数，潍坊市房产交易中心
联合快递公司向居民提供房屋信
息查询快递服务，将查询结果等
信息直接快递给查询人。目前已
为近2000名居民寄出房屋信息查
询结果。

记者了解到，居民在办理房
屋过户纳税、抵押贷款、在限购城
市申请购房等情况下，有关部门
会要求居民到户口所在地或购房
城市的房屋登记部门开具房屋信
息情况证明，即所谓的“无房证
明”。潍坊城区的查询地点在潍坊
市房产交易中心，目前有这项业
务需求的市民越来越多，平均每
天开出近300份。

烧烧垃垃圾圾 树树遭遭殃殃
17日上午，潍坊市区胜利街虞河路附近一工地上记

者看到，焚烧的垃圾将路边的松树引燃。火燃烧已经持续
了很长时间，冒出滚滚浓烟，松树被烧得劈啪作响。

本报记者 李晓东 马媛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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