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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蜂蜂蜜蜜直直销销活活动动持持续续举举行行，，欢欢迎迎抢抢购购
蜂蜜是由蜜蜂采集植物蜜腺分泌

的汁液经充分酿造而成。蜂蜜以稠如
凝脂、味甜纯正、清洁无杂质、不发酵
者为佳。蜂蜜的作用也非常多，蜂蜜的
主要成分为糖类，其中60%～80%是人
体容易吸收的葡萄糖和果糖，主要作
为营养滋补品、药用和加工蜜饯食品
及酿造蜜酒之用，也可以替食糖作调
味品。

近日，本报联合临清市绿都蜂产品
有限公司推出蜂产品直销活动，受到市
民热烈欢迎。主办方为读者准备了枣花
蜂蜜、槐花蜂蜜、荆花蜂蜜，原价68元/
瓶，直销价38元/瓶。还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了礼盒装，原价300元，直销价168元，
内含四种蜂蜜，重量为2000克。

临清市绿都蜂产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香土蜂情系列蜂产品严格把控质量
关，国家级认证企业，国家食药检测12
项标准完全合格。公司为保证产品的

“真”、“鲜”、“纯”，除了在自有的两个养

蜂基地投入资金改善蜂场环境及养蜂
设施外，还与全国主产区养蜂的农户签
订原料收购协议，并委派专业技术人员
对蜂农原料生产进行技术指导，从而在
源头上保证了蜂产品加工所需原料质
量的稳定性，成为山东蜂产品深加工企
业的佼佼者。

该公司还斥巨资进行基础科研环
境建设，先后从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
引进了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离心
机、蜂胶提取设备、蜂蜜浓缩实验仪器、
毒性实验设备等仪器，该企业通过了
QS食品生产许可，并完成了10万级
GMP净化车间的技术改造和等级认
证，在各个环节为产品研发和产品安全
提供了可靠保障。

抢购地址：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办
公室(聊城市兴华西路与向阳路路口西
北角，古楼街道办事处2楼)

抢购热线：0635-8277092
(王传胜)

蜂蜜作用知多少(一)
养颜护肤

自古以来很多女性都会利
用蜂蜜来起到养颜的功效，不管
是泡水喝还是煮茶喝，多喝些蜂
蜜水都能够起到很好的护肤以
及养颜的功效。只需要适量的喝
点蜂蜜就有明显的感觉，不但皮
肤会变得更加的白皙，同时还会
让皮肤的弹性增强，皮肤也会变
得更加的水嫩。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蜂蜜具有很好的滋养肌肤的
功效，尤其是对晒伤后的皮肤更
具有滋养以及调理的功效，不仅
可以恢复白皙，同时还具有修复
深层肌肤的功效。

而且经常喝蜂蜜水还能够
起到抗菌消炎的功效，尤其是对

肌肤上的痘痘、粉刺等各方面肌
肤问题都能够很好的调理以及
改善，尤其是对痤疮等症状更具
有有效的治疗效果。

提高免疫力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经常喝
蜂蜜水的习惯对我们人体而言
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具有提高人
体免疫力以及抵抗力的双重功
效，从而更加有效的保护人体健
康。在实验中证明，经常喝蜂蜜
不仅能够提高人体自身的免疫
力，同时还能够很好的增强对病
菌的抵抗能力。而蜂蜜之所以具
有如此高的营养价值，是因为在
蜂蜜中含有大量对人体免疫系
统十分有利的多种酶和矿物质，

这两种物质在相互作用下就可
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

因此在平时生活中我们可
以通过多喝蜂蜜水来提高自身
的免疫力，尤其是对于一些本身
体质就虚弱的人群而言，多喝些
蜂蜜水可增强体质，同时还能促
进病情的恢复。

(王传胜)

本报聊城12月17日讯(记者
张跃峰 ) 为进一步正风肃

纪，发挥警示教育作用，临清市
纪委监察局16日通过聊城市纪
委监察局网站通报了12起“庸懒
散”典型问题，其中绝大多数情
况都是在上班时用电脑看电影
玩游戏。

临清市农业局粮食良种场
工作人员闫会，工作时间用办公
电脑看电影，给予其行政警告处
分。

临清市金郝庄镇一中副校
长张庆臣，工作时间用办公电脑
看电影，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临清市总工会副书记、副主
席齐观全，工作时间用办公电脑

玩游戏，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临清市水产局工作人员王

志强，工作时间未到单位上班、
空岗，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

临清市体育局副局长王炳
华，未请假、未按时到单位上班，
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

临清市工业学校副书记杨
春霞，工作时间用办公电脑上网
购物，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临清市技工学校教师秦长
太，工作时间用办公电脑玩游
戏，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校长
助理王发跃，工作时间用办公
电脑玩游戏，给予其党内警告
处分；学管科科长吴朝生，工作
时间用办公电脑浏览与工作无

关的网页，给予其党内警告处
分。市纪委对三名人员的负责
人副校长林再峰进行诫勉谈
话。

临清市老赵庄中心敬老院
会计刘灵春，工作时间用办公电
脑浏览股票，给予其党内警告处
分。

临清市水产局政工科科长
侯德齐，工作时间用办公电脑上
网看电影，给予其行政警告处
分。

临清市水务局城乡供水中
心副主任秦明渠，工作时间做与
工作无关的事，用办公电脑为他
人制作轴承销售报表，给予其行
政警告处分。

上上班班时时间间看看电电影影被被行行政政警警告告
临清市纪委通报12起“庸懒散”典型问题

本报聊城12月17日讯(记者
凌文秀 ) 16日，2014中国好

应用大赛颁奖典礼暨4G平台开
放合作大会在北京举行，聊城原
创动漫《上班记》与国内知名动
画片《绿豆蛙》、《魁拔III战神崛
起》、《馒头日记》等共六部精品
动漫共同登上2014中国好应用
百强英雄榜。

大赛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评选
围绕健康诚信、服务品质、用户

满意与创新性四个维度展开，六
部精品动漫最终登上2014中国
好应用百强英雄榜，成为年度六
大中国好动漫。《上班记》的脱颖
而出展示了聊城动漫产业的强
悍实力。

正如大赛主办方对《上班
记》获奖理由中所展示的，该系
列动画在整体故事创作上已脱
离了低幼故事层次，不再是简单
儿童片，而是成人生活艺术化，
是具有思想的影片。《上班记》将

上班族一些困扰、生活现状夸张
演绎，将表面现象深度挖掘，将
部分情节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
使年轻人创作得到充分发挥。一
些情节设置让观看者在引起自
身共鸣的同时，会反思自己的一
些不好行为，是真正正能量和引
导年轻人积极向上的动画片，更
是当下需要的一部动画片。

而这部动画片因其贴近新
生代职场而吸引了大批年轻主
流观众。

年度六大中国好动漫出炉

聊聊城城原原创创动动画画《《上上班班记记》》上上榜榜

午休时的工作间里，远姐在
休息，寒小露在看电视剧，张小
彤在逛淘宝……突然BOSS推门
进来，所有人都像触电一般，伪
装成工作状态，这一常在职场出
现的场景表现在动画中，《上班
记》第二集一开始就引起职场人
士强烈共鸣。

动画中，秃顶、大嘴、媒婆
痣，挺着啤酒肚，随身带梳子，喜

欢突然出现的“奇葩”BOSS，人
物原型就是该动画公司老总任
家斌。“我在你们眼中，就是这个
样子吗？”造型刚出来时，任家斌
忍不住跟员工“抱怨”。《上班记》
中，人物原型是该公司职员、情
景故事是平时工作场景再加工，
而如此真实映射上班生活的动
画作品难怪会引发共鸣。

“动画时间不长，可每集都

制作了一两个月。”该公司员工
孙永冉介绍，动画是公司二维
部同事们自主创作的，制作也
不是传统Flash过渡制作，而是
逐帧制作，虽耗费时间和心力，
但效果好。《上班记》从2014年6

月开始制作，目前已推出两集，
第三集正在创作中，计划总计
出6集。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新闻延伸>> 故事和人物原型都取材真实生活

本报聊城12月17日讯(记
者 李军) 从聊城市环保局
获悉，进入供暖期，燃煤量大
幅增加和不利气象条件可能
导致出现重污染天气，省环保
厅近日下发通知，在供暖期对
超标企业按有关规定实施停
产、限产措施。

《通知》指出，供暖期间，
对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非保
障民生的企业)实施停产治理。
承担供热、供电等民生保障工
作和因生产工艺特殊不能停
产治理，且污染物不能稳定达
标排放的企业，应最大限度实
施限产减排措施。

要分类对应实施停产超
标排污企业、新增保障民生企
业和工艺特殊不能停产企业

进行梳理，并将相关企业清单
报省环保厅，汇总完善后报请
省政府审批，作为落实采暖期
大气污染减排依据。同时，按
相关要求，所有20t/h以上燃煤
锅炉须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
监控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供暖期间，如启动重污染
天气应急响应措施，保障民生
的企业和生产工艺特殊不能
停产的企业，需最大限度降低
生产负荷；其他所有非保障民
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企业应
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实施限产
或停产措施。其中采取Ⅲ级响
应措施时，企业应限产30%以
上；采取Ⅱ响应措施时限产
60%以上；Ⅰ级响应则实施停
产。

为避免燃煤量大幅增加导致重污染天气

供暖期间超标企业停产、限产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
的反洗钱意识，提高员工的反
洗钱工作水平，创建良好的反
洗钱工作氛围，全面推动反洗
钱工作深入有序开展，近日，
莘县农商银行大张家支行在
辖区内组织开展了反洗钱知
识宣传。

此次宣传活动主题为“依
法履行反洗钱义务，构建和谐
社会”，宣传过程中，大张家支
行在营业场所通过LED显示
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悬挂宣

传条幅，向群众发放宣传折
页，重点宣传《金融机构反洗
钱规定》、《金融机构报告涉嫌
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介绍洗钱的
基本特征以及公民的反洗钱
义务。通过此次宣传活动，既
提高了员工的反洗钱专业知
识，促使员工熟悉了反洗钱工
作流程，又增强了广大群众的
反洗钱意识，为反洗钱工作的
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陈海涛 王珏)

莘县农商银行大张家支行
开展反洗钱知识宣传

儿童注意力不集中危害大

注意力不集中是儿童“高
智商，低分数”的罪魁祸首。

注意力是一切能力之母，
所有能力没有注意力的参与，
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早在2004年6月5日记者
朱国荣就撰文《注意力差列榜
首》指出：日前，由《大众医学》
组织100多名儿童保健专家，
历时6个月的专项调查，得出
的学龄儿童十大问题行为向
外界公布，注意力差、容易分
心被列为十大问题行为之首，
通过权威测试，学龄儿童的学
习成绩和注意力水平成正比。

中国教育家路中秋教授
在2004年首先提出注意商，轰
动教育界，注意商和智商、情
商并列为人类三大基本素质。
注意力不集中如果长期得不
到纠正有可能发展成儿童多
动症，不但影响儿童发育，还

有可能造成心理性疾病，长大
以后无法融入社会很难成才。
儿童注意不集中，对学龄期的
孩子影响巨大，不及时进行改
善或纠正，将耽误孩子学习文
化知识的黄金时间，影响将来
升学和就业，影响孩子一生。

2006年中国社科院调查
结果显示：75%的学生存在注
意力不集中现象，男女生比例
为4比1，发生年龄多在3 . 5岁
左右，8到11岁的孩子症状最
为明显。

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聪
明伶俐，成绩低下；做作业慢，
边做边玩；上课听讲，心不在
焉；平时会做，考试做错；能说
会道，丢三落四；思想超前，行
为幼稚；被动学习，不求上进；
沉迷电视，游戏成瘾；如有需
求 可 以 专 业 咨 询 0 6 3 5 -
8265809

上班记第二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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