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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宝 贝 聊 天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天气预报员王艺欣。我今年2周岁了，我最喜欢吃

的是饼干，最爱做的事情是画画。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给大家送上我最
真挚的祝福！
18日 星期五 多云 12～20℃ 南风转北风 3级
19日 星期六 阴有小雨 11～23℃ 北风 3级
20日 星期日 多云转晴 13～23℃ 北风转南风 3级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较冷，建议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
舒适度指数：舒适，白天不冷不热，风力不大
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较易感冒，注意防护
运动指数：较适宜进行各种室内外运动
紫外线指数：辐射弱，建议涂擦SPF8-12防晒护肤品
旅游指数：适宜，风稍大，但仍可尽情享受大自
然的风光
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
持清洁度的

近日，LG G Flex曲面手机凭
借创新设计斩获“红点奖”最高荣
誉“红点设计至尊奖”，屏幕唤醒的
KnockCode解锁功能等一系列创
新设计引发行业热议。

手机的发展，经历了从翻盖、
滑板、平板，到曲面屏幕手机的长
久历程，每一次革新都是一次进
步。消费者在惊叹电子产品发展
迅速之余，也在思考曲面手机对
于使用者来说真正的意义是什
么。LG G Flex的推出，彻底打破

了机器与人的界限。我们可以大胆
预见，以LG为首的顶级手机厂商
必将引领一场以人体工学为导向

的科技革命。
如今，人体工学在当今有着

极大的商业价值，也被慢慢赋予
了新的含义。在140字的Twitter
上，“人体工学”被翻译成了“让人
更舒适的科学”。LG电子负责人
表示：“LG认为的‘人体工学’的
核心是使产品使用更加舒适、便
利的新技术。”

此外，今年LG率先创新地在
LG G Pro，LG G Flex等高端系
列智能手机上加入了支持屏幕唤

醒的KnockCode解锁功能。用户可
针对屏幕锁定设定4至8组包含左
上、右上、左下、右下不同屏幕位置
敲击顺序的密码，来取代数字键盘
解锁，这不仅提升手机资料的安全
性又使得操作乐趣简单。

LG G Flex等智能手机的推
出不仅将创新推向新的高度，也体
现了LG在制造领域的又一次长足
进步和重大飞跃，我们期待LG继
续运用尖端技术打造超凡出众、舒
适便利的用户体验。

KKnnoocckkCCooddee受受关关注注，，LLGG手手机机引引发发人人体体工工学学设设计计革革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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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市莱城区祥和百货商
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371202600461238，特此声明。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陈静)
4月17日凌晨起，莱芜市普降小

雨，话说春雨贵如油，小伙伴们是
不是有些小激动呢。记者从莱芜市
水文局了解到，全市平均降雨量
3 . 1mm，其中最大点雨量为蒙阴寨
5 . 1mm。虽然这次降水有利于冬小
麦的生长和春季作物播种，但是对
于当前的旱情来说，却是很不给
力。莱芜市气象台降水数据统计显
示，今年降水量比去年同期偏少了
38 . 8%。据悉，近日莱芜市气象局可
能要实施一次人工增雨。

据莱芜市水文局11日发布的

旱情分析，现阶段莱芜全市已处于
中度干旱、局部严重干旱状态，抗
旱形势较为严峻。根据降水、河道
水情、水库蓄水、地下水埋深及土
壤墒情等水文要素监测资料综合
分析，2014年1月1日以来降水量显
著偏少，河道来水、大中型水库蓄
水明显减少，地下水没有得到有效
补充，地下水埋深增加，加之气温
偏高，土壤水分损失严重，土壤墒
情整体较差；1-4月上旬全市平均
降水14 . 4mm，根据历年同期降水
资料统计分析，3个月降水距平百
分率达﹣63%。4月11日，全市地表

水工程(8座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
为1 . 50亿立方米，其中可供水量为
1 . 43亿立方米。相比4月1日监测的
数据，蓄水总量下降了0 . 07亿立方
米，可供水量下降了0 . 0 7亿立方
米。蓄水量较年初(2014年1月1日)

减少1983万立方米，较2013年同期
减少1954万立方米。

2014年4月11日全市潜水平均
埋深13 . 73m，与1月1日相比，增加
0 . 72m。2014年4月11日，全市承压水
平均埋深为33 . 24m，与1月1日相比
增加7 . 77m，地下水位下降幅度较
大。

根据目前旱情发展，市水文
局在常规墒情监测站点的基础
上，临时增加苗山、和庄两处墒情
监测点。从墒情监测数据和实地
作物生长情况调查来看，土壤墒
情较差，作物生长遭受不同程度
影响，全市均出现干旱情况，雪
野、和庄附近属于重旱区；口镇、
杨庄、苗山、黄庄附近属于中旱
区；高庄、辛庄附近属于轻旱区。
据莱芜市水文局数据分析，如果今
后一段时期仍无有效降水，全市旱
情将进一步加剧。特别是随着春耕
用水的增加，水库放水量增大，地

表水源将会不断减少、地下水位也
将持续下降，出现临时性吃水困难
的人数将逐渐增加，抗旱工作也必
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记者从莱芜市气象台了解到，
预计18日气温11～23℃，有雾或霾，
早晚出行一定要注意保暖。周六、
周天想必不少小伙伴们都有出行
的打算吧？但是各位出门可要记得
带雨伞啊。18日夜间到19日白天，
多云转阴有小雨，气温12～20℃；19

日夜间到20日白天阴有小雨转多
云，气温11～23℃。预计在下周一
将会告别雨天，迎来晴天。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于
鹏飞) 近日，莱芜市公安局治
安支队组织莱城分局治安大队
对莱城辖区涉爆单位进行安全
检查。记者了解到，检查组先后
到9家单位进行检查，其中煤矿
1家、铁矿5家、爆破服务公司2

家、剧毒化学品单位1家。
检查中，民警重点对涉爆

单位账物相符情况、值班看守
人员在岗在位情况、消防设备、
通讯设备及技防设备完好情
况、发放、领用、清退、登记情况
进行了仔细检查，对存在的隐
患进行了当场指出并责成问题
单位立即整改。根据检查发现
的问题，检查组对涉爆单位提
出了明确要求，一是储存库要
严格落实双人 2 4小时值班看
守，确保人员在岗在位；二是规
范出入库登记，确保账物相符；
三是加强单位主体责任，对爆
破作业人员实行上井检身制
度，加强教育学习，确保正常生
产。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程
凌润 通讯员 史玲艳) 3月
24日至4月15日，莱芜市资助中
心对全市中职学校助学金及免
学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统一
核查，本次核查采取学校上报
中职受助人员信息、实地人、
证、卡“三个一致”比对方式进
行。经核实，莱芜市2014年春季
学期初落实中职助学金资助人
数885人，落实中职免学费人数
5440人。

昨昨日日全全市市平平均均降降雨雨量量33 .. 11mmmm
莱芜局部出现严重干旱，金贵的春雨难以缓解当前旱情

5440名中职生

免交学费

莱芜对9家涉爆单位

开展安全检查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郭延冉
通讯员 郭增辉) 16日，莱芜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莱城区口
镇下水河村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全市肉制品生产集中区域专项
整治行动。口镇镇政府、下水河村
委等单位分管负责人以及下水河
村肉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参加了
会议。

会议传达了《下水河肉制品加
工集中区域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表明将严厉查处采购和使
用病死、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
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鲜、冻肉加工
肉制品，使用非食用物质加工肉制
品和无证生产等违法行为；督促生
产企业严格落实食品质量安全主
体责任，督促企业建立和完善各项

管理制度；加大抽检力度，对企业产
品和可疑原料严格按照规范进行
抽样检验，客观评价食品质量；充分
发挥村委和协会的作用。同时，加强
对企业相关人员的培训力度，成立
中心化验室，实现原料肉集中采购，
切实做到产品批批出厂检验。

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同志认
真分析了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和全

市肉制品生产实际状况，要求企业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
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任责任，切实
保障产品质量。鼓励发挥好基层村
委和行业协会的指导和支持作用，
把培育品牌和促进发展紧密结合
起来，从根本上解决肉制品质量安
全问题，维护好“香肠加工第一村”
的品牌。

莱莱芜芜严严查查采采购购和和使使用用来来源源不不明明猪猪肉肉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郭延冉)
17日，记者从莱芜技师学院获悉，

该校参赛队在日前落幕的2014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液压与气动系
统装调与维修项目山东省集训选拔
赛中脱颖而出，最终以第三名的好成
绩获得代表山东省出征全国大赛的
资格。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由教
育部发起，联合有关部门、行业和地
方共同举办的一项年度全国性职业
教育学生竞赛活动。是专业覆盖面最
广、参赛选手最多、社会影响最大、联
合主办部门最全的国家级职业院校
技能赛事。

为在此次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莱芜技师学院调配老师、调配设备，
合理规划训练时间，最终以优异成绩
突显了学院开展国家示范院校建设
取得的成效，对学院教师队伍的培养
及重点专业的内涵建设起到了良好
的推动作用。

技师学院学生将代表

山东省出征全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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