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8 资讯 2015年4月16日 星期四 编辑：蓝峰 组版：陈华 今 日 商 河>>>>

气气温温““随随机机播播放放””，，周周六六或或再再下下雨雨
柳絮杨絮纷飞，过敏、哮喘要少出门

扫二维码

免费看电影

本报扫二维码免费观影活动
本周继续进行 ,商河鲁信影院为大
家推荐了一部影片。

速度与激情7

导演：温子仁
主演：范·迪塞尔 保罗·沃克 杰
森·斯坦森 米歇尔·罗德里格兹
上映日期:2015-04-12

片长: 137分钟
欢迎大家扫二维码并关注本

报微信,将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和身
份证信息发给我们 ,将有15名幸运
读者(周五到周日每天5名)获得免
费电影票 ,你
也 可 以 加 入
晚 报 商 河 观
影QQ群(群号:
5 8 8 3 4 3 2 9 ) ,了
解 周 末 影 片
安排。

商河第三届广场舞选拔赛

在沙河乡拉开帷幕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王立杰) 近日，“齐鲁

银行杯”商河县第三届广场舞选拔
赛在沙河乡文化广场拉开帷幕。

全乡共有18支队伍参加选拔演
出，风格各异、动感十足的广场舞
表演吸引了大量的观众。经过比
赛，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
三等奖3名，其中燕家村广场舞演
出队获得一等奖，将代表沙河乡参
加全县的展演。

据悉，本届广场舞展演活动分
为选拔赛和集中展演两个阶段，选
拔赛将历时半个月，在城区和各乡
镇(街道)全面展开，选出20支优秀
队伍参加5月上旬举办的全县广场
舞展演活动。

商河县开展春季

农业科技大培训

本报4月15日讯(通讯员 李金
凤 王宗学 记者 李云云) 近
日，商河县农广校充分利用农民春季
农闲季节，在韩庙镇举办春季农业科
技大培训第一期培训班，培训农民100

人，学员到课率均达98%以上。
根据当地产业发展情况和农

民实际需求，本次培训聘请了相关
农业专家，通过集中授课、田间课
堂、考察实习等多种形式，为学员
讲解实用生产技术，传授实践经
验，让学员掌握如何安全使用农
药。专家现场为农民介绍麦田管理
技术，对小麦病害提出预防性建
议，为学员分析当前“三农”形势与
强农惠农政策，详细介绍了典型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的创办经营及
管理运作，引用实例，图文并茂。

“网商通”二期培训开课

20多名企业负责人参加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邢敏)
13日 ,在联荷商河电子商务产业园
内，“网商通”二期培训开课了。此
次授课吸引了20多名企业负责人前
来学习。

与第一期培训课程不同的是，
此次培训周期为两个月，每周一次
面授课，其间穿插视频课程，学员
问题及时汇总后安排YY语音课
程，在线答疑解惑。此外，为期半年
的后续服务期，帮助学员进行店铺
搭建、产品拍摄、产品美化等前期
工作。“本次学员个体和个人居多，
课程内容主要是淘宝为主。”联荷
电商副总孙炎说，因为这一期的学
员基本都是想做淘宝店铺，通过学
习可以直接了解线上操作，给企业
创造更多的财富。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尚建设 ) 俗
话说“六月的天孩子的脸”，那
是说变就变。今年4月份的气温
也颇似孩子的脸，变化异常频
繁。不少市民就笑称，“最近的
气温简直就是随机播放模式，
春夏秋冬随便换。”据了解，未
来几天气温依旧是“随机播放”
模式，16日最高气温达到20℃
以上，周六或迎小雨的同时，气
温降至10℃左右。温差较大诱
发新一轮流行性感冒的发生，
除此之外风力较大，给柳絮、杨
絮传播创造了条件，纷飞的絮
绒成了新的过敏原。

近日，在朋友圈里流行这
样一段文字，“油菜花看完了，
桃花看完了，短袖也穿过了，秋

裤又套上了，昨天下雨，今天就
下雪了，现在羽绒服也穿上了，
是不是要过年了，时间过得真
快！”虽是市民调侃天气，也确
实是最近天气的真实写照，又
到了乱穿衣的季节。16日气温
达到20℃以上，春装正合意，怎
奈周六或迎小雨，估计又得羽
绒服加身。

造成气温变化较大的主要
原因就是近期冷暖空气活动频
繁。冷空气在逐渐撤离时，也会
出现反复的现象，导致新的寒
潮到来，因此4月份易发生“倒
春寒”。正值花期的果树遇到倒
春寒，会大大降低产量。果农张
女士说：“我家的杏花梨花陆续
开花，我时刻关注着天气变化，
要是这时候遇上倒春寒和大

风 ，估 计 今 年 的 收 成 就 悬
了。”

近期“随机播放”式的气温
也使得不少市民患上了感冒。
13日上午，记者在商河县人民
医院看到不少患有感冒的市民
前来挂号，其中小孩所占比例
增多。据医生介绍，不少市民
是受风寒邪气所致，天气忽
冷忽热，小朋友抵抗力较弱，
易被寒气侵蚀。医生建议，不
要 频 繁 更 换 衣 服 ，要 再“ 春
捂”一段时间。

当前正值柳絮杨絮纷飞
时节，再加上最近风力较大，
16日的阵风可达6级，这使得
不少易过敏者苦不堪言。市民
冯女士说：“每年的春天都像经
历一场大磨难，絮绒纷飞时鼻

子总是痒痒的，喷嚏不断。”提
醒广大易过敏市民，还有哮喘
病人，最好减少外出，外出时采
取戴口罩、眼镜、纱巾等防护
措施。回家时要把身上的杨
柳絮残留消除干净，不要带
到房间内；小孩和老人可以在
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抗过敏药物
来进行预防。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状况如
下：

16日晴间多云，南风转北
风都是3～4级阵风6级，最低气
温8℃，最高气温22℃。

17日晴转多云，南风3～4

级，气温变化不大。
1 8～1 9日多云转阴有小

雨，南风转北风都是3～4级，气
温下降。

您问的这些事有回复了

两证齐全的单位房

为何不能过户？

本报4月
15日讯 (记者

邢敏 ) 近
日，家住东货
厂 附 近 的 张
先 生 给 本 报

“有事您说”打来电话称，自己住
在东货厂附近，虽然自己的房屋
土地证、房产证齐全，但就是不
能过户，他想咨询一下是什么
原因。

“我这里属于单位的房
子，土地性质而言，应该属于
划拨土地。”张先生说，这片区
域既有楼房又有平房，都不能
过户。“近期看了咱们报社解
读了二手房新政策，了解到商
河只有四五个小区符合这个
新政策。”张先生说，二手房出
台的政策很好，但自己所住房
屋不能过户挺着急。

商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行政审批科王姓工作
人员说，决定房屋是否可以买
卖取决于房屋所在的土地性
质。房屋性质属于集体土地和
划拨土地，土地上所在的房屋
是不能过户的。土地性质属于
出让土地，房屋则可以买卖，
也可以过户。“此外，刚刚出台
的‘五改二’新政策在商河施
行，符合相关规定的房屋可以
办理。”该工作人员说。

近期这些地方要停电

看看有你家吗？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邢
敏) 近日，商河县因施工作出
停电计划,安排如下：

4月20日13:30—17:30,10KV

怀仁线停电，涉及范围：永盛
家具厂、扬水站、怀仁服装厂、
供电所、中学总表、商业街面
粉厂、信用社、郭笃礼、怀仁粮
所、金达机械厂、合金铸造厂、
镇政府、网通、邮政局、联通基
站、流动2、预制厂、医院、第三
棉厂及附近区域23家客户。

4月21日13:30—17:30,10KV

怀东线停电，涉及范围：古城
窑厂、古城五队大棚、古城水
厂、生张移动机站、东韩水厂、
杨家水厂、杨武镇农业、储家
农业、后刘农业、储家窑厂、东
婷棉花加工厂、古城、生张、王
虎、刚坊、杨家、小街子、前刘、
玉皇庙及附近区域15家客户。

如有不明事项，可拨打咨
询电话：95598。

公安局开展食品药品环境案件侦办培训

本报4月15日讯(通讯员
王帅 记者 刘慧) 2015

年是全市食药环侦工作的
“规范提升年”，为主动适应
和引领食药环案件侦破新常
态 ,近日，商河县公安局组织
集中开展食品药品环境案件
侦办培训，邀请省、市公安机
关办案专家对全局食药环侦
民警进行专题培训。

据了解，培训中教员们
以“大案快破、小案多破、新
案研破”为思路，结合实际案
例，给到场民警上了一堂通
俗易通、生动有趣的药品、环
境案件侦办技巧培训课，并
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司
法解释内容、立案标准、常见
种类、线索摸排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讲解。

培训课结束后，参训民
警均表示受益匪浅，决心在
今后的工作中创新工作方式
方法，严厉打击危害群众健
康的食品、药品、环境类违
法犯罪活动，为保障全县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维护
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商河公安局成立首个法律顾问团

本报4月15日讯(通讯员
王帅 记者 刘慧 ) 近

日，商河县公安局在交警大
队举行法律顾问聘任仪式，
正式聘请石学军等14名全省

知名专家、教授、律师为公安
局法律顾问，同时兼任执法
监督员，并颁发法律顾问及
执法监督员证书，这是全市
各区县公安机关首个法律顾

问团。
会上，李晓强、张烈江分别

向法律顾问代表颁发了聘书，
山东大学法学院冯俊伟教授等
7名代表进行了发言。

提 个醒
希望自己的宝宝成为“商河小明星”，请将照片连同宝宝信息、父母寄语发送到

邮箱qlwbjrsh@163 .com，邮件请注明“商河小明星”字样。

商商河河小小明明星星
宝宝贝贝姓姓名名：：何何知知诺诺
宝宝贝贝昵昵称称：：依依蒙蒙
宝宝贝贝年年龄龄：：三三周周岁岁半半
父父母母寄寄语语：：童童年年，，是是水水彩彩蜡蜡笔笔和和万万花花筒筒画画出出的的那那一一条条彩彩
虹虹；；童童年年，，是是阳阳光光下下蜻蜻蜓蜓飞飞过过来来一一片片片片绿绿油油油油的的稻稻田田；；童童
年年，，是是一一条条船船，，装装满满了了糖糖果果、、玩玩具具、、游游戏戏和和快快乐乐。。小小宝宝贝贝，，爸爸
爸爸妈妈妈妈唯唯愿愿你你健健康康、、纯纯真真、、快快快快乐乐乐乐地地成成长长，，你你的的欢欢笑笑是是
我我们们最最大大的的幸幸福福。。

赵展不慎丢失身份证，证号为：
370126199910110422，声明作废；

张斌不慎丢失山东劳动职业技
术 学 院 学 生 证 ，证 号 为 ：
370022014091075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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