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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冬冬””太太任任性性，，不不见见冰冰雪雪挺挺没没劲劲
网友调侃：过去的这个冬天“很不像话”

居民大病保险

最高补偿30万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刘雅菲）
9日，记者从济南市政府网站获

悉，今年济南将积极推进居民大病
保险制度改革，改变原新农合按病
种（20个）补偿做法，将所有病种纳
入大病保险范围。具体补偿标准为，
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1 . 2万元
以上(含1 . 2万元)、10万元以下的部
分给予50%补偿；10万元以上(含10

万元)、20万元以下的部分给予60%

的补偿；20万元（含20万元）以上的
部分给予65%补偿。一个医疗年度
内，居民大病保险每人最高给予30

万元补偿。

槐荫启动11项

城市绿化行动

本报3月9日讯（见习记者 朱
文龙 通讯员 冯文花） 9日，记
者从槐荫区园林部门了解到，槐荫
区将启动11项城市绿化行动。

这11项绿化行动涉及山体公园
建设，裸露土地绿化，道路绿化建设
提升，城市出入口、街头绿地、节点
建设提升，屋顶绿化，打造城市美化
花卉立体造型，开放式社区整治提
升，绿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历下“春风行动”

招聘会将举行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王德强） 10日上午9点，为
促进辖区失业人员顺利就业，历下区
将在甸柳新村街道办事处举办2015年
度“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届时，80余家实力雄厚的规模
型企业将携大批热门职位进场纳
才，其中有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
阳光保险集团山东分公司、山东省
信息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力诺
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济南玉泉森
信大酒店、济南天安物业有限公司、
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等。

长途汽车总站

开售假期客票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宋磊 通
讯员 尚虹） 3月10日起，济南长途
汽车总站全面出售清明假期（4月4日
-6日）客票。总站10日起全面执行春季
发车时间，调整部分流水班车的发车
频率。具体情况为：淄博6:20-19:00平均
30分钟一班；滨州6:15-18:50平均20分钟
一班；聊城6:00-20:50平均20分钟一班；
肥城7:10-18:30平均40分钟一班；德州6:
30-18:00平均25分钟一班。

济南节后租房市场升温

租金涨三四百，“千元房”抢手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任磊磊 实习生 刘冉
王怡雯） 9日，位于三孔桥
附近的一套1500元左右的
两室一厅的房屋，挂出一小
时就被房客抢租。春节后，
济南租房市场进入旺季，房
价比节前上涨二三百元。尤
其是千元左右的两室一厅
的房屋格外走俏，平均涨幅
在三四百元以上。

“看中了几个房子，打
电话过去全都是已经租出
去了，没想到租房子这么
难。”小李是个大四的学生，
年前就找到了实习公司，于
是想和同学租房出来住，按
照她的想法，想找个户型小
一点的二居室的房子，她和
同学一人一间，但是几天下
来，找到性价比合适的房子
较困难。

“前两天我们刚挂了一
个棋盘小区的租房房源，由

于价格比较合适，挂出一小
时就被抢租了。”和平路某
房产中介公司工作人员胡
先生告诉记者：“现在1500、
1600元左右的两居室房子
刚挂出去不久就租出去了，
租房者大多是实习的大学
生。”

记者从58同城的求租
信息上看到，春节后大量的
求租信息挂了上来。仅一个
小时内，就有37名求租者发
布了求租信息，其中求租一
室和两室的较多，约占总人
数的60%，对租金的要求在
500元到4500元不等，500元
到1000元的占大多数。求租
者大多要求房子有简单家
具，交通便利，水电齐全。

据多家房产公司介绍，
春节之前是退房高峰期，不
少打工族来年没有规划好
是否回济南务工，另有一部
分人打算换房子，所以年前

的房源很充足，租房市场比
较冷淡。

不过，由于节后租房人
数暴增，供求关系发生改
变，所以房子的租金也就上
涨了。“每年的3、4月份是租
房子的黄金期，房价都会适
度上涨，今年3、4月份的房
租比年前每套上涨了二三
百元左右。”某房产公司胡
先生说，“根据目前的走势，
高房租将会维持一段时间，
但上涨空间不会太大，到6
月份房源紧张的状态会有
所好转。”

记者从多家中介公司
了解到，年后学区房和市中
心的房子走俏。桥源房产师
范路店的工作人员高先生
介绍说，由于他们的店位于
学校附近，租房者多为学生
及陪读家长，学区房比较受
欢迎，月租金比年前涨了三
四百左右。

本报3月9日讯（见习记者 张
玉岩） 上周梨的上市量和交易量
都大幅上涨，量多而价低。

十亩园便民市场的水果商介
绍，价格最便宜的要数砀山酥梨，市
场零售的价格是每斤2 . 5元，批发价
在2元左右。价格最贵的要数来自新
疆的库尔勒香梨，现在贵的有8元一
斤。记者从批发市场了解到，正月十
五过后苹果、梨上市量大增，价格则
比上周略微下降2 . 05%。

梨上市量增大

价格小幅回落

冬季刚刚过去，不少市民的感觉都是“暖”。9日，记者从济南市气象台了解
到，这个冬天济南平均气温1 . 3℃，较常年偏高1 . 2℃，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第5
高值。“暖冬”已成定论，有网友调侃说，过去的这个冬天“很不像话”，一点冬天的
样子都没有。

本报记者 孟燕
实 习 生 刘艳 尹彧

均温历史第5高

“买的厚羽绒服根本
没有用武之地，印象里这
个冬天就冷了那么两天，
其他时候都暖洋洋的。”9
日，市民马先生说，还没感
受到冬天，春天已经触手
可及了。网友调侃称这个
冬天“很不像话”，没有一
点冬天的样子。

其实，和大家的感受
一样，这个冬天确实“暖”
得不太像样子。根据济南
市气象台的统计，2014年
12月到2015年2月，这3个
月的平均气温为1 . 3℃，较
常年偏高了1 . 2℃，但比去
年同期低了0 . 1℃。虽然全
球气候变暖都是个大趋
势，但是这高出的1 . 2℃也
足 够 让 人 大 跌 眼 镜 。从
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

这个冬天的平均气温是第
5高值，意味着这是历史上
第5暖的冬天。

这个冬天有个“特别”
之处——— 没有一天最高温
低于0℃，用气象学上的术
语就是没有“冰日”，这在
历史上还是首次。

另外，这个冬天也没
有一场有规模的降雪，让
不少市民心生遗憾。1月24
日晚上，盼了大半个冬天
的初雪终于现身，这也成
为37年来最晚初雪。不过，
这雪飘了一两个小时就没
了，地温较高，除了南部山
区，市区一点积雪都没有。

气象专家分析，西伯
利亚高压向东偏弱，冷空
气不活跃都是导致今冬气
温偏高、降雪少的原因。

即将升温又迎春天

乍暖还寒时，冷空气
常常杀个回马枪，让人措
手不及。9日白天，受新一

轮冷空气影响，省城最高
温跌至4 . 6℃。早上10点左
右，省城还飘起了点点雪
花，这和3日早晨的情况一
样，雪花飘了仅仅十多分
钟，就消失不见了。

根据统计，由于雪量
太少，全市多个气象监测
站根本没有统计，只有济
阳为0 . 1毫米。其实换季时
节，从冬天到春天的转变
也变得频繁起来。根据预
报，再冷一天，很快就要回
归春天。

10日晴，南风2～3级
逐渐增强到3～4级，最低
气温-7～-4℃，最高气温
9℃左右。11日晴到少云，
南风短时北风3级，最低气
温-3～2℃，最高气温13℃
左右。

12～13日晴间多云，
南风短时北风3级，气温略
有升高。

14～16日多云转晴，
南风3～4级，阵风6级，气
温持续升高。

门口有了
“劝导员”

历城交警在唐冶办事处的唐城
小区、鲍山办事处的韩仓一村、全福
办事处的小辛居三个社区建立了3

个交通安全劝导站，发动物业、保安
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劝导、纠正，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摄

春意暖洋洋，人们脱去了厚重的冬
装。（资料片）

●看您关心的●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陈伟）
植树节来临，本报今日长清编辑部
携手中建长清湖新老业主、各位读
者，一起在3月12日到风景秀丽空气
清新的长清大峰山风景区植树。中
建长清湖为市民在当日提供一部50
座大巴从济南市区往返。

本次植树活动的具体流程为：参
与者即日起到11日下午6时，电话免
费报名，12日早晨7点半，济南的读者
和业主在指定地点（工作人员行前电
话告知）乘车，自驾车自行沿经十路
向西出发，自党杨路向南转到刘长山
路延长线，到达中建长清湖营销中心

（位于大学城科技园区内，芙蓉路海
棠路交汇处），与长清湖业主和本报
读者集合，一起参与楼盘现场互动
活动。活动中，将中建长清湖定制的
便携筷子作为礼品回馈给参与者。
约上午10点，参与人员在大峰山景
区外西侧山坡上开始植树，现场，大
峰山景区为参与者准备了一定数量
的树苗。请拨打热线电话报名：157-
0641-1177，或66583878。

周四来植树吧
本报联合长清湖

邀请市民郊外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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