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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6月10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付红芳 ) 记
者从聊城市统计局获悉，5月份，
聊城居民消费价格 ( C P I ) 指 数
同比上涨0 . 4%，是今年上半年
增幅最小的一个月。在八大类
消 费 品 价 格 指 数 中 ，衣 着 类
3 . 7%。食品类中蛋类降幅最高
达15 . 9%。

统计数据显示，蛋类价格下
降幅度最大，降幅达1 5 . 9%，干
鲜瓜果类同比下降9 . 5%，除了粮

食、淀粉及制品、水产品、菜类等
之外的其他食品类在食品类中
领跑，同比涨幅达到6 . 8%，菜类
价格略涨，调味品价格继续上
涨，肉禽及制品、干豆类及豆制
品价格继续上涨。

最近鸡蛋价格持续走低，是
因为去年下半年鸡蛋价格一直趋
好，受此影响，大部分养殖户满怀
信心，看好后期市场行情，加大养
殖量，禽类产能骤然上升，使鸡蛋
供应明显增加，价格随之明显回

落。另外还受到季节因素的影响，
每年春节过后，鸡蛋即进入需求
淡季，总体消费需求疲软，鸡蛋价
格持续走低。据分析，近期，鸡蛋
价格不会大幅上涨。

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八大类
商品“五升三降”，其中，食品类价
格同比上涨0 . 6%，烟酒类同比上
涨1 . 0%，衣着类同比上涨3 . 7%，
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1 . 7%，医疗
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
0 . 3%，居住类同比上涨1 . 0%，家

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下降
1 . 3%，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类价格同比下跌1 . 6%，交通和通
信类价格同比下降1 . 3%。

据分析，由于夏季服装需求
量大而造成销量增加，价格有所
上扬。另外，统计专家分析，6月
份正值盛夏，随着时令鲜菜大量
上市，食品价格环比预计会出现
一定跌幅，翘尾因素减弱、市场
需求减缓等因素影响，6月份的
CPI不会出现较大波动。

本报聊城6月10日讯 (记者
杨淑君) 记者从聊城市旅游局获
悉，自本月起，开展2015年度星级
饭店复核工作，达不到标准要求的
饭店将退出星级饭店队伍。

此次复核的范围包括一至三
星级饭店，凡是在复核范围内没有
全面停业的饭店，一律不得以装修

等理由申请延期至2016年复核。
重点复核内容包括必备项目

是否全部达标，坚持“必备项目，一
项否决”确保必备项目符合标准要
求。饭店内部结构、设施设备和服
务项目等方面进行的调整是否符
合相应星级标准；饭店全员培训制
度和体系是否完备且执行有力；饭

店节能减排情况；近三年是否出现
过重大安全事故，在消防、安全、食
品卫生等方面是否存在隐患，安全
制度和应急机制是否完备并确实
有效；饭店对外包经营部门是否进
行了有效监管。

记者了解到，今年聊城市星
评委将以“明查为主，暗访为辅”

的方式开展星级饭店的评定性符
合，同时，今年要加大暗访力度，
复核期间，将重点关注第三方顾
客评论网站的在线点评内容，并
将顾客投诉较多、业内反映较差
的饭店列为重点暗访对象，对于
不达标的饭店，将提出明确的整
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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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6月10日讯(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赵寰) 随着
汛期到来，聊城供电公司对所辖
变电站防汛工作做了全面部署，
要求各部门、单位提前做好防汛
准备。

据介绍，该公司立足于“防
大汛，保供电”工作目标，重点
检查防汛物质配备，对其中水
泵、电缆进行全面检查和试验，
使其处于完好状态，保证防汛
物资与台帐相符；加强一次设
备基础检查，查看地面有无塌
陷现象，围墙是否有基础塌陷、
倾斜现象，对变电站防汛重点
部位和薄弱环节进行整改和加
固，加强对变电站排水系统的
巡视检查。

积极总结往年变电站防汛
经验，主动开展变电站防汛准

备，提前准备防洪物质，配备抽
水泵，连接排水管，备足沙袋等
应急防汛物品，查看房屋是否
漏雨，检查地下电缆沟情况，并
对查出的隐患及时组织消除，
清理站内排水沟的淤泥，确保
排水畅通，防止内涝发生；认真
检查站内电气设备防雨罩、室
外端子箱、机构箱密封是否完
好，端子排是否有受潮现象，检
查备品备件是否充足；制定变
电站防汛应急预案，并进行必
要的演练，建立抢险队伍，遇到
险情时，确保及时投入抢险；完
善值班方式、汛情采集、信息报
送等内容的防汛预警机制，提
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加强雨后检查，熟悉设备情
况，提前准备好车辆，为随时投
入抢险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加强变电站防汛

保电网安全运行
本报聊城6月10日讯(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王景贺) “在
收割麦子时，要注意收割机与电
杆、拉线保持一定安全距离，以免
误碰撞引发电力设施破坏……”9

日，聊城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来到
东昌府区凤凰办事处西曹村麦田
里，向农机手和麦收农户宣传麦
收期间电力安全知识。

据了解，聊城市是鲁西农
业大市，目前机械化收割小麦
将大面积展开。针对麦收期间
小麦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工
作时容易误碰电力设施的实际
情况，聊城供电公司从农业部
门收集到大型农业机械手的手
机号码，通过短信宣传破坏电
力设施的严重危害，提高大型
机械专业人员的电网保护意
识。对外力破坏重点线路、区

域，组织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宣
传活动。

在线路途经各村庄附近的线
路杆塔上悬挂多种警示牌，公布
护线电话，实行有奖举报，充分发
挥群众护线员的积极性。加强火
灾预防，主动与地方政府联系，讲
明农民随意焚烧秸秆对电力设施
的危害性，联合组成检查队，发现
焚烧秸秆行为立即制止。

同时，聊城供电公司组织
各供电所成立了“麦收保电服务
队”，专门排查小麦田间电杆、拉
线等情况，做好电力设施保护警
示牌、标示牌的悬挂更换工作。
截至目前，已安装电杆反光防撞
标识640余处，拉线防撞套管1400

余个，达到昼夜醒目的效果，全
面确保输电线路的安全稳定运
行。

加强麦收巡视

防外力破坏设施

电 力

近日，临清市第二届戏曲大
奖赛启动，120名票友欢聚一堂，
竞相登台亮相、切磋技艺，京腔
京韵，让临清的戏迷群众过足京
剧瘾。海选后，将先后进行复赛
和决赛，最终评选出“运河名城
十大名票”。

此次大奖赛由临清市文广
新局主办，活动突出参与性、艺
术性、多样性，呈现出规模大、选
手范围广、演出水平高等特点，
120名票友首先将在4场海选比赛
中争取复赛资格。参赛选手来自
各行各业，虽说大家是业余戏曲
爱好者，但唱、念、做、打均有模
有样，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拿
捏得恰到好处，极具专业水准，
为临清的戏曲票友搭建了一个
交流技艺、展示风采的良好平
台。

比赛中，票友们精神饱满，
以声绘情、以情带声，都拿出了
拿手绝活，把最好的状态和演出
展示给戏迷朋友，送上了一台精
彩纷呈的戏曲荟萃。针对每位选
手的演唱情况，专业评委及时点
评并现场传授经验，使票友们受
益匪浅。

海选后将先后进行复赛和
决赛，最终评选出“运河名城十
大名票”、金奖10名、银奖15名和
童星奖2名，同时，入选“运河名
城十大名票”的票友还将代表临
清参加聊城市票友戏曲大赛决
赛。

(凌文秀)

临清将评出“运河

名城十大名票”

为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污染
防治，改善城区空气质量，保障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冠县环保局
采取系列有效举措，加大对机动
车尾气污染的监督管理力度，为
群众营造良好生活环境。

冠县环保局全面加大对机
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宣传力度，提
高人民群众认识与参与意识，教
育公众加强对机动车的维护保
养，减少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
鼓励使用节能型低排放机动车，
鼓励市民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减少私家车出行，共同做好机动
车排气污染防治。

加强监管规范检测，定期对
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查，通过现
场抽查、查阅有关台账，确保检
测线稳定运行。督促检测机构建
立健全规章制度，对检测人员进
行专业培训，提高检测人员的业
务知识水平、检测操作规范性和
法律意识，要求检测人员严格按
照检测程序进行检测，严格按照
检测数据和国家标准核发环保
合格标志，坚决杜绝机动车尾气
检测造假现象。

(李军)

冠县强化机动车

尾气污染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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