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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雨雨挡挡不不住住广广场场舞舞大大妈妈的的热热情情
“澄波湖壹号杯”广场舞大赛落幕

身边新闻

下周停电的地方

看看有你家吗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梁
越） 近日，济阳县因施工作出
近期停电计划安排如下：

9月1日04:00-06:00，10千伏
曲东线停电，涉及范围：曲堤镇
政府、镇中学、铁匠村、安家村、
苏家村、池家村、胜利村、闻韶
台村、窦家村及其附近24家客
户（咨询电话：84480055）。

9月1日04:00-06:00，10千伏
曲姜线停电，涉及范围：曲堤镇
赵家村、王元气村、草寺村、刘
景文村、王黄村、柳家村、朱王
村、姚王村、刘安吴村、王天恒
村、程家村、刘台村、曹家村、肖
庙村、温店村及其附近23家客
户（咨询电话：84480055）。

9月1日05:30-11:00，10千伏
平济线停电，涉及范围：回河镇
店子村、西王村、东王村、徐家
村、黎家村、官庄村、郑家村、淮
里洼村、三友料场及其附近19

家客户（咨询电话：84280086）。
9月2日05:30-11:00，10千伏

平淮线停电，涉及范围：回河镇
杨家村、后陈村、前刘村、后刘
村、东风村、席阎村、大安村、申
庄村、马营村、单家村、呼家村、
小淮里村、代家村及其附近30

家客户（咨询电话：84280086）。

明后天降温有雨

出门添衣带雨具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梁
越） 自从23日处暑过后，济阳
县气温逐渐下降，早晚温差也
越来越大，市民早晚开始穿上
长袖。未来三天最高温仅31℃，
最低温19℃，后两天均有降雨。

根据中国天气网显示，未
来三日具体天气状况如下：

8月28日，多云转晴，南风
微风。最高气温31℃，最低气温
19℃。

8月29日，多云转雷阵雨，
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1℃，最低
气温21℃。

8月30日，雷阵雨转多云，
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8℃，最低
气温19℃。

山科大学生

来水文局实践

本报讯 近日，山东科技
大学地科学院“水文局挂职锻
炼实践团”队员们来到济阳县，
并与济阳县水文局顺利开展社
会实践活动。学生们通过亲手
操作各装置，弥补了课本不足，
增强了动手能力。

（周慧广 张悦然）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杨
擎） 22日下午，“澄波湖壹号
杯”广场舞大赛决赛完美落下帷
幕，14支代表队冒着小雨完成了
最终的比赛。目前，该比赛已进
入最终投票阶段，颁奖仪式将于
本月30日在澄波湖壹号售楼处
举行。

22日下午，天上虽飘着小
雨，却没有打湿参赛大妈的热
情。14支代表队大显身手，为市
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广场舞文化
盛宴。“每场比赛我都来看，自己
年龄大了，跳不动了，看大家跳舞
也是一种享受。”澄波湖壹号业主
赵大娘说，每周都有活动，大家的
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了。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各支
队伍之间得以相互学习、相互切
磋，也为我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
机会。”参赛者王女士说，看到各
代表队实力都很强，也使得自己
所在队的人员更有积极性。

据了解，本次全民广场舞大
赛不仅吸引了来自城区的各个
代表队，还有来自太平镇、垛石
镇、孙耿镇等乡镇（街道）的代表
队参加。“本次比赛为我们提供
了表演的平台，让我们这些农村
妇女能够走出村镇。”来自垛石
镇某代表队的张女士说，今后还
将积极参加类似的比赛，在学习
的过程中进步。

目前，本次比赛已进入最终
投票阶段。001号为巾帼法韵广
场舞队、002号为太平镇张少杨
广场舞队、003号为亮艾舞蹈队、
004号为澄波湖壹号物业代表
队、005号为太平镇恒星舞蹈队、

006号为垛石镇健身广场舞队、007

号为红太阳广场舞队、008号为孙
耿后张舞蹈队、009号为济北姐妹
健身队、010号为政务广场活动
站、011号为垛石街玉洁广场舞
队、012号为垛石镇政府广场舞

队、013号为开元友谊健身队、014

号为济北管委会代表队。
据悉，最终投票截止时间为

8月29日中午12点，大赛颁奖仪
式将于8月30日在澄波湖壹号售
楼处举行。

食药监局崔寨所在辖区内开展量化分级工作

两两家家餐餐饮饮单单位位达达到到AA级级评评定定标标准准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杨
擎 通讯员 王双） 近日，记
者从济阳县食药监局崔寨所了
解到，9月份以来，该所对辖区
内28家持证餐饮服务单位开展
了量化分级工作，其中A级2
家，B级26家。

“我们按照量化分级管
理工作的要求、内容和评分
标准，与创建食品安全城市
工作相结合，稳步推进餐饮
服务单位硬件设施的提升和
卫生环境的改善。”崔寨所执
法人员说，除 2家刚办理《餐
饮服务许可证》的单位尚未
进行量化分级评定外，对其
余28家持证餐饮单位全部按
标准评定等级，2 8家餐饮单
位均达到B级以上等级，其中
A级2家，B级26家。

据了解，量化等级分为动
态等级和年度等级。动态等级
是监管部门对餐饮单位食品安
全管理状况每次监督检查结果
的评价，年度等级则是监管部
门对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管理状
况过去12个月期间监督检查结
果的综合评价。

其中，动态等级分为优秀、
良好、一般三个等级，分别用大
笑、微笑和平脸三种卡通形象
表示。年度等级分为优秀、良
好、一般三个等级，分别用A、
B、C三个字母表示。

据悉，为保障消费者和经
营者的知情权，维护消费者自
主选择的权利，接受群众监督，
崔寨所对已经评定等级的餐饮
服务单位，指定专人负责量化
分级录入工作，第一时间录入
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
关模块，实时向社会公布量化
等级信息。

本报记者 杨擎
本报通讯员 于晓晖

不少市民喜欢用白纸包食
物，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生
活中，七种常见的饮食卫生误
区容易被市民忽视。”济阳县食
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白纸在生产过程中，会加
用许多漂白剂及带有腐蚀作用
的化工原料，纸浆虽然经过冲
洗过滤，仍含有不少化学成分，
会污染食物。”该负责人说，至
于用报纸来包食品，则更不可
取。印刷报纸时，会用许多油墨
或其他有毒物质，对人体危害
极大。

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少市
民在给碗筷消毒时常用白酒来
擦拭，以为这样可以达到消毒
的目的。其实，医学上用于消毒
的酒精度数为75度，而一般白
酒的酒精含量多在56度以下，
并且白酒毕竟不同于医用酒
精，所以，用白酒擦拭碗筷，达
不到消毒的目的。”

“许多卫生纸（尤其是非正
规厂家生产的卫生纸）消毒状
况并不好，这些卫生纸因消毒
不彻底而含有大量细菌。即使
消毒较好，卫生纸也会在摆放
的过程中被污染。”该负责人
说，用普通的卫生纸擦拭碗筷
或水果，不但不能将食物擦拭
干净，反而会在擦拭的过程中，
给食品带来更多的污染机会。

据了解，抹布清洗不及时
也会危害健康。实验显示，在家
里使用一周后的全新抹布，滋
生的细菌数会让你大吃一惊。
餐馆或大排档的情况会更差。
因此，在用抹布擦饭桌之前，应
当先充分清洗。抹布每隔三四
天应该用开水煮沸消毒一下，
以避免因抹布使用不当而给健
康带来危害。

“市民往往认为自来水是
生水、不卫生，于是在用自来水
冲洗过餐具或水果之后，再用
毛巾擦干。这样做看似卫生细
心，实则反之。”该负责人说，干
毛巾上存活着许多病菌。目前，

我国城市自来水大都经过严格
的消毒处理，用洗洁剂和自来
水彻底冲洗过的食品基本上是
洁净的，可以放心食用，无须再
用干毛巾擦拭。

生活中，部分家庭主妇比
较节俭，有时将轻微变质的食
物经高温煮过后再吃，以为这
样就可以彻底消灭细菌。实验
证明，细菌在进入人体之前分
泌的毒素，是非常耐高温的，不
易被破坏分解，这种用加热方
法处理剩余食物的方法是不可
取的。

“吃水果时，市民往往习惯
把水果烂掉的部分削了再吃，
以为这样就比较卫生了。”该负
责人说，微生物学专家认为，即
使把水果上面已烂掉的部分削
去，剩余的部分也已通过果汁
传入了细菌的代谢物，甚至还
有微生物开始繁殖，其中的霉
菌可导致人体细胞突变而致
癌。因此，水果只要是已经烂了
一部分，就不宜吃，还是扔掉为
好。

七七种种常常见见饮饮食食卫卫生生误误区区你你知知道道吗吗？？

生活气象馆

食药安全之窗

全民广场舞比赛参赛队伍大显身手。

执法人员正在对餐饮单位进行检查。 本报通讯员 王双 摄

挂失声明

济阳县金凤缘快餐店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37012519820223492501)丢失

一张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
第 一 联 ( 发 票 代 码 ：
2 3 7 0 1 1 5 0 0 1 5 4，发票号：
00608879)，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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