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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城中事

南南风风北北风风交交替替吹吹来来好好天天气气
预计上旬空气质量差不了

立夏虽至

依旧凉爽

临邑首办

钓鱼大赛

分分娩娩补补助助为为啥啥迟迟迟迟不不发发
相关部门称工作人员业务不熟练所致

酒酒店店婚婚宴宴预预订订增增加加五五成成多多
价格基本与淡季持平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刘
振) 5月4日，德州迎来不可多
得的好天气，蓝天白云给不少
市民带来了好心情，根据相关
监测数据，当日白天大部分时
间里，全市空气质量等级为

“良”，PM2.5(细颗粒物)实时浓
度甚至出现了28微克/立方米
的低度数值。

5月4日，德州迎来了大风
天气，东风路岔河桥上的行人
被风吹得摇摇晃晃，中心广场
聚集了不少放风筝的市民。5月
5日将迎来立夏，4月的这场大
风可谓“最后的春风”。幸运的
是，4日的大风天气没有带来明

显风沙，一股好空气紧跟而
来。根据国家环保部网站发布
的实时数据，当日白天多数时
段里，全市空气质量等级为

“良”，PM2.5(细颗粒物)实时浓
度长期维持在70微克/立方米
以下，在早上7点达到了28微克
/立方米的白天最好数值。不过
相比于周边的济南、泰安、滨
州等地市还有一定差距，比如4
日下午5点，德州AQI(空气质
量指数)为93，比济南的77稍逊
一筹。

在空气能见度方面，德州
近几天也是“一眼万里”，空气
能见度较前几日大为好转。根

据山东省环保厅网站发布的
监测数据，全省17城市在5月3
日全部呈现了“蓝天白云，繁
星闪烁”天数，其中德州以21.5
公里的空气能见度数值，排在
了全省第11位。5月4日德州继
续保持了良好的的空气能见
度，其中监测站最近一小时能
见度均值达到了46 .6公里，儿
童乐园达到了21.3公里。

4日，记者从德州市气象局
获悉，4月30日晚德州曾有高空
槽(冷空气)过境，5月1日晚上出
现了一场降水，高空槽过境前
出现了南大风，过境后南北大
风交替出现，“大风和降水对

空气污染物有一定的扩散和
消除作用，预计5月上旬空气质
量整体上都不错。”

从去年冬季以来，德州的
空气质量一直不太乐观，今年1
-3月份，德州PM2 .5浓度超过
了120微克/立方米，位居全省
倒数第一位。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德州PM2.5(细颗粒物)同比
改善幅度超过了21%，排在了
全省第四位，这是一个积极的
转变。今年3月份，德州对国家
环保部大气污染防治督查通
报的问题进行了多项整改，其
中17个点位的环境问题得到彻
底解决。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李
榕 ) 4日，家住陵县的陈女士
反映，自己户籍在陵县经济开
发区，丈夫户籍在陵县城关镇
北街村，他们已申请分娩补助，
且符合领取标准，但迟迟未发
放分娩补助。“城关镇卫生院让
去陵县经济开发区医院领取，
陵县经济开发区医院说孩子的
户口跟随丈夫在城关镇，不符
合领取条件，我们就不知道该
找谁领取了。”

据陈女士介绍，2013年1月17
日，其在陵县人民医院生育了一
胎孩子，向陵县城关镇北街妇女
主任申请分娩补助，并已通过审
核。5月2日妇女主任通知其可以
领取分娩补助，陈女士前往城关
镇卫生院领取时被告知应去女
方户籍所在地陵县经济开发区
医院领取，但陵县经济开发区医
院称，孩子户籍跟随丈夫在城关
镇北街村，属于非农业户口，不
符合领取标准。“城关镇卫生院

和陵县经济开发区医院都不予
发放，不知道该去哪里领取了。”
陈女士说。

“女方户口迁至陵县城关镇
北街村的，可以在此领取分娩补
助，但未迁至本区的，需前往女
方户籍所在地领取。”陵县城关
镇卫生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称，陵
县城关镇北街村属于农业户口，
但因陈女士户籍未迁至本区，需
到其户籍所在地陵县经济开发
区医院领取分娩补助。

“按照相关规定，只要产妇
是农业户口，属于计划内生育，
就可以享受一次性分娩补助
350元，和孩子的户籍所在地没
有关系，陈女士符合领取标
准。”陵县经济开发区医院办公
室马主任称，当时为陈女士办
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对业务知识
掌握不熟练，未给予陈女士立
即办理相关业务。陈女士携带
相关证件，即可前往陵县经济
开发区医院领取此补助。

挤车 4日，在德州火车站候车厅外挤满了等候安检的旅客。据了解，学生成主要客流。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孙婷婷)
5月4日，“五一”小长假上班第一

天，阳光明媚。5月5日，将迎来“立
夏”节气，但早晚温度仍较低。

从“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开
始，一股冷空气就给北方大部分地
区带来了大风降温，部分地区降温
幅度超过10℃。不过好在天气迅速
转晴，在阳光的鼓舞下，中午前后，
最高气温又重新被拉升至20℃以
上。虽然阳光明媚，但“冷”劲儿十
足的气温，还是让不少假期选择裙
装出游的美女喊“冷”。

根据《中国天文年历》显示，5月
5日21时59分，将迎来“立夏”节气。
立夏后，天气逐渐变热，人们易烦
躁不安，乱发脾气，出现睡眠不好、
血压升高等症状，此时人们最需

“平心静气”。
虽然已经到了“立夏”节气，

但德州大部分县市区早晚的气温
仍比较凉。最新气象数据显示，5

日，晴转多云，北风转西南风3～4

级，最低气温6℃，最高气温22℃。6

日，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 (宁津、
乐陵、庆云多云转阵雨 )，西南风3

～ 4级，最低气温 1 1℃，最高气温
27℃。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高德刚 ) 5月2日至3日，
山东省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钓鱼
比赛在临邑县红坛寺省级森林公园
举行，参赛选手中不仅有当地钓鱼
爱好者，更多的是来自济南、青岛、
威海、淄博等城市，这是德州市首次
承办此类赛事。

据了解，来自山东省钓鱼协
会 会 员 单 位 、各 市 钓 鱼 协 会 共
2 0 0多名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和
钓 鱼 爱 好 者 齐 聚 临 邑 ，切 磋 钓
技、共享垂钓之乐。

据悉，临邑县红坛寺省级森林
公园近日刚刚挂牌为“AA国家级旅
游景区”，有著名的红坛寺遗址，也
是明朝初期著名的战场遗址，林区
西部还有历史古迹“凤落堰”。比赛
期间，前来参观游览的游客达10万
余人。

货车追尾

两人被困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李晓菲 邱香奇) 4月

30日凌晨4时40分许，乐陵市公安消
防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乐陵市
西段乡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车头严
重变形，两名人员被困。

消防队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两
辆大货车发生追尾事故，追尾大货
车车头受损严重，车门无法打开。
驾驶室内两名人员卡在驾驶室进
出两难，且受伤严重。勘察完毕后，
现场指挥员根据现场情况，立即部
署开展救人。

指挥员命令现场划定警戒区
域，利用水罐车牵引追尾大货车的
驾驶室，将驾驶室车体撑开，将被
困驾驶员救出，随后利用液压扩张
器将副驾驶车门撑开，扩大驾驶室
空间，将副驾驶座的被困人员救
出。两人随即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
院救治。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李
榕 见习记者 楚俊玉) 5月
4日，记者走访德州市多家酒店
了解到，五月份婚宴预订较平
时增加了五成以上。

禹城市市民赵东选择在5
月8号结婚，他告诉记者，像他
一样在五月份结婚的同学就有
三位。“幸亏我提前的半年就预
订了婚宴，临时预订酒店的几
个同学都订不上了。”

“今年来我们酒店预订五

月份婚宴的达32场，较平时淡
季增加了五成以上。”德州大酒
店工作人员温女士告诉记者，
每年五一和十一是结婚的旺
季，甚至五月份和十月份的周
末都会被提前预订满。

“订单的具体数量不方便
透露，但较平时增加了一半以
上。”在东风路上一酒店工作
多年的韩女士称，每年的四、
五月份是结婚旺季，许多想要
结婚的市民提前几个月开始

预订婚宴。“现在每天基本都
有婚宴，有时一天能有二、三
场。”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德州市
几家酒店，发现五月份的婚宴
订单普遍增加五成以上。婚宴
的价格基本与淡季持平。温女
士表示，目前酒店婚宴起步价
为788元/桌。“主要受节俭风的
影响，市民在选择婚宴时多以
实惠型为主；另外，酒店为留住
顾客多打亲民牌，所以婚宴价

格涨幅不大。”
“一年中大概有两个结婚

高峰期，分别为3月底到5月底
和8月底到10月。”德城区婚姻
协会会长于洪庆称，每年德城
区约有5500对至6000对新人结
婚，仅五月份就高达500余对。

“一方面，五月份天气温和，适
宜结婚；另一方面，今年属于宜
嫁娶的双春年，很多年轻人图
吉利选择在今年结婚，所以造
成婚宴预订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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