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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秋季相亲会火热报名中，90后也加入相亲大军

萌萌妹妹子子寻寻伴伴侣侣看看重重““安安全全感感””
本报济宁10月29日讯(记

者 孔令茹 ) 本报“情满金
秋，爱在翠都”秋季大型相亲
会报名刚启动，就迎来90后萌
妹子的报名热潮，刚刚迈入工
作的他们朝气蓬勃，对于另一
半的选择则更多看重“安全
感”。

29日，一位身穿果绿色毛
衣和牛仔裤的年轻女孩前来
报名，美丽的笑容和活泼的性
格让工作人员印象非常深刻，
披肩的长发也为她增加了一
丝温柔，让人不自觉给她贴上

“小清新”的标签。
今年24岁的西西在济宁

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参加工作
两年多时间，工作上认真、严
谨的作风得到领导和同事的
认可。现在工作稳定下来了，
西西也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
大事。

西西的一位好朋友说，西
西是典型的萌妹子，别看工作
上认真严谨，生活中是一个超
级萌的可爱女孩，不仅长得
美，还有一手好厨艺。“私下里
我喜欢和闺蜜一起聊天、逛
街，很感恩在爱情来临之前，
有如此美好的友情与我相
伴。”西西告诉记者，这两年闺
蜜们也都开始谈婚论嫁，她也
想跟上步伐，这样和闺蜜们就

能有更多的话题了。
“感情是一件很微妙的事

情，两个人的生活方式或生活
理念不合拍，可能就不是最合
适的一对，我希望另一半是那
个‘恰恰好’的人，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带给我足够的安全
感。”西西说，她很向往两个人
的生活，她要和另一半一起去
旅行、一起去品尝美食。

虽说被称作90后，但已工
作一两年的她们也到了谈婚
论嫁的年龄，耳朵边上常有父
母的唠叨，自己心坎里的小鼓
也不住地敲响。小清新的萌妹
子们，向往找到一个有安全感
的另一半，如果你可以带给萌
妹子们安全感，赶紧来报名
吧！

抛开你的愁绪，相亲会上

有众多佳人聚，总有一个懂得
你；甩掉你的犹豫，听听内心
最真实的呼喊，那一刻不可言
说的神奇，相亲会的红线将你
们牵在一起。集体到“翠都国
际售楼中心”报名，还能获得
电影票，并获赠直接进入11月
11日精英相亲会资格。

本报济宁10月29日讯 (记者
于伟 通讯员 郑瑜 ) 记者从济
宁市统计局获悉，前三季度本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2806 . 44亿元，相比
去年同期，增长9 . 5%。

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
三产业分别增长4 . 0%、 10 . 3%、
9 . 5%。服务业占比36 . 6%，比上年同
期提高1 . 3个百分点，经济结构调整
成效明显。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累计同比增长11 . 75%，为今年以
来最高值，增速居全省第六位，较上
月提升1个位次，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2 . 24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实现平稳
较快增长，呈现逐月向好趋势。

1 - 9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072 . 53亿元，增长16 . 1%，总量居全
省第4，增幅高于全省0 . 1个百分点。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完成104 . 6

亿元，增长速度快，增长达70 . 6%，占
比较上年同期提升1 . 9个百分点，为
经济带来新动力。

此外，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
增长12 . 7%，内需增长总体平稳。居
民消费价格9月单月涨幅较上月下
降0 . 2个百分点，市场物价总体稳
定。前三季度，全市经济在转型提质
的过程中呈现出稳中有进，总体平
稳的运行态势。

前三季度GDP
同比增长9 . 5%

本报济宁10月29日讯 (记者
于伟) 29日，相约“孔孟之乡、运河
之都、文化济宁”第八届中国网络媒
体济宁行大型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40余家网络媒体记者会聚济宁，参
与本届为期4天的集中采访活动。

据介绍，本次活动旨在全方位、
多角度展示济宁在围绕打造转型升
级、城乡统筹、文化旅游、绿色发展、
社会文明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果，以
及在打造区域中心城市、先进制造
业基地、科技创新先行区、文化强市
首善之区、民生和谐示范区、生态示
范城市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参
加本次采访活动的网络媒体达40余
家，从10月29日开始至11月1日，40余
家网络媒体将先后奔赴济宁高新
区、太白湖新区、鱼台、金乡等县市
区和济宁医学院、中国银行等单位
进行采访。

40多网络媒体
集中采访济宁

本报济宁10月29日讯 (记者
贾凌煜) 29日，心心酒业与济宁学
院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今后济宁
学院大学生可到心酒集团进行实
践，而公司技术人员也将到学院授
课，双方合作，让毕业生适应企业需
要。

“当前，公司正处于攻坚克难、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需不断提升
公司的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而这
关键在科技、希望在科技、潜力也在
科技。”心心酒业董事长韩宇称，这
次与济宁学院联合，将会使公司在
人才、智力和技术等方面得到有力
提升。济宁学院副院长朱松涛介绍，
学院从今年起开设酿酒工程专业，
培养熟练掌握酿酒原理、工艺及相
关工程设计等基础理论，能够在酒
类领域从事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和
新产品开发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校企联合培养
酿酒专业人才

““国国防防光光缆缆””现现人人行行道道，，真真的的？？
地标贴虽似“小广告”但布设成本低，已经市政部门批准

本报济宁10月29日讯(记
者 康宇) “国防光缆，这是
真的还是假的？”在济宁洸河
路南侧的人行道上，出现了

“国防光缆+电话号码”的标
识。这究竟是骗人的小广告还
是国防光缆线路标识？不少市
民都提出疑问。

29日，市民林先生在路过
济宁洸河路工会大厦路段时，
发现人行道上不知何时出现
了“国防光缆”的标识牌，上面
赫然写着“国防”字样。“就在
人行道正中间，这真的是国防
光缆吗？怎么感觉像是做广
告，在抢抓眼球？看起来着实
不大美观。”

当日下午，记者来到了林
先生所说的路段，发现正如林
先生所说，洸河路工会大厦附
近路段南侧非机动车道正中
央贴着蓝底儿的标识，上面写
着“国防光缆”四个大字以及
一个电话号码。顺着这块标识

继续向前走，发现类似的牌子
每隔五六米就有一块，排成一
条长线沿着道路蜿蜒，格外引
人瞩目。

记者询问附近的商户们，
大家纷纷表示没注意这些牌
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小
标牌好像是一夜间冒出来的，
贴在路中间总感觉像小广告，
我最近两天才发现，对于光
缆，咱老百姓确实了解不多。”
附近商户魏然先生存在着同
样的疑问。

对此，记者拨打了“国防
光缆”标识牌上留有的电话号
码，电话很快接通了。电话那
头是山东省长途电信济宁传
输局，针对市民的疑问，维护
部工作人员陈宁表示，标牌是
近期贴上的，目的就是防止工
程队在进行施工的时候，国防
光缆遭到破坏。”据了解，国防
光缆的标识包括标志桩、标志
地砖等等，而这种地标贴的成

本相对更低一些，也不需要将
道路挖断之后镶入地砖，更加
便利。

对此情况，济宁市政工
程处生产科的蔡科长解释，
由于城市主干道上是不允许

设置路桩的，所以对于燃气
管道、国防光缆等特殊线路
需要警示保护的时候，是允
许设置地标贴的，只要不影
响道路通行或者破坏现有设
施就可以。”

本本次次““情情满满金金秋秋，，爱爱在在翠翠都都””秋秋季季大大型型相相亲亲会会将将于于1111
月月88日日在在济济宁宁翠翠都都国国际际广广场场举举行行。。

相相亲亲会会免免费费报报名名，，接接受受现现场场报报名名和和微微信信报报名名，，需需提提供供
身身份份证证复复印印件件或或单单身身证证明明，，报报名名可可获获赠赠由由AA88涮涮烤烤吧吧5500元元
餐餐券券。。

现现场场报报名名地地址址：：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今今日日运运河河编编辑辑部部二二楼楼((洸洸河河路路1111号号))，，咨咨询询电电

话话22335500111100；；
翠翠都都国国际际广广场场售售楼楼处处供供销销路路与与任任城城大大道道交交汇汇处处，，咨咨

询询电电话话33662222222222。。
微微信信报报名名方方式式：：
微微信信添添加加公公共共账账号号““hhuuiilliiaannjjnn””，，参参与与微微信信游游戏戏可可获获得得

价价值值44999999元元白白金金项项链链，，活活动动现现场场牵牵手手成成功功就就有有机机会会获获得得
价价值值55998800元元婚婚礼礼场场布布套套系系。。

温温馨馨提提示示::

济宁中山公用水务联合执法部门开展用水普查

77处处自自备备井井已已被被依依法法封封停停

本报济宁10月29日讯(记
者 公素云 ) 29日，济宁中
山公用水务普查员在用水普
查时，在一大型商场外发现一
处违法自备井，随即执法部门
对其依法进行了封停。目前，
用水普查中7处已被封停。

29日，在太白楼西路一
处大型商业楼前，一台标着

“全自动供水器”绿色的变频
水泵格外显眼。据介绍，该变
频水泵是自备井特有的加压
设备，能将地下100米深的地
下水送达5层楼的高度，大部
分自备井都会配有类似的加
压设备。

该变频水泵建在商场楼
前，底部连接出4条水管，其
中3条连接到旁边的水龙头
上，另一条被接入商业楼内。
水泵旁建起了水龙头，垒起
了洗手池，成为楼内商户们
涮拖布、洗刷的日常用水。自
备井通过水管连接到商业楼
内后，商户使用的多是未经检
测和消毒的地下水，甚至直接
将其作为饮用水，存在一定安
全卫生隐患。该处自备井查出
后，相关执法部门对其进行了
依法封停。

“在普查中，自备井多存
在于洗浴、餐饮、宾馆等行业，
并且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有些
专门进行了封闭处理，较难查
出。由于自备井水未经消毒，
不含氯离子，通过对水样的检
测或者通过停水试验能够检

测出是否使用了自备井。”济
宁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用
水普查四组组长袁敏说，自备
井封停时要避免地下水受到
二次污染，因此自备井的封停

也有严格要求，需要采用环保
砂石，在水体上方进行封堵。

据悉，截至目前，用水普
查中共检查出自备井23处，其
中7处已被进行了依法封停。

在洸河路工会大厦路段的非机动车道上贴着国防光缆
的地标贴。 本报记者 康宇 摄

普查员发现自备井设备 本报记者 公素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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