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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雪雪后后又又迎迎低低温温，，天天挺挺冷冷！！
雪后天气以晴天为主，最高气温难上0℃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尚建设）
24日，在大家的期盼中，商河迎
来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大
雪纷飞，银装素裹的商河又添
了新的味道，不少市民直呼“这
雪下得还挺大。”对于近期频发
的降水天气，商河县气象局的
工作人员解释，这是受高压脊、
西风槽、切边线等复杂天气系
统的影响。

24日的降雪，以风一般的速
度迅速占领了不少商河人的朋
友圈。有人在朋友圈写道：“要是
不发几张下雪的照片，都觉得不
好意思呢。”24日下午5点，记者
走访了商河县人民公园、滨河公

园、商中路附近等地，发现地上
积雪不是很严重。难怪有市民感
叹道：“希望雪下得再大点，就可
以堆雪人打雪仗了。”

在人民公园内，记者看到有
市民戴着帽子和围脖，将自己包
得严严实实的带孩子在草地上
玩雪。市民王先生说：“总感觉小
时候雪下得比现在大，现在玩雪
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抽空带他出
来玩玩。”商河县人民公园的工
作人员提到，每年降雪过后，都
会有很多人来公园中玩耍，为保
证行人安全他们会将主干道上
的积雪及时清扫，草地上的保留
下来。工作人员说：“草地上的留
着让市民玩玩，等大家玩得差不

多了，我们再清扫。”
进入11月以来，商河县轻

雾、阴雨、降雪等天气轮番登场，
阴雨寡照，降水、阴天日数接近
商河县历史极值，“太阳公公”成
了商河市民最想念的人。市民王
女士说：“要是再不出太阳，我都
要发霉了，啥时候晴天啊？”对
此，商河县气象局的工作人员解
释道，进入11月以来，高压脊、西
风槽、切边线等复杂天气系统轮
番影响商河，才会导致天气多
变。随着降雪的结束，复杂天气
系统对商河的影响会减弱，未来
几天商河天气以晴天为主。

市民刘女士说：“总感觉今
年的雪来得比较早呢？”对此，

记者也咨询了商河县气象局的
工作人员，商河县历史初雪时
间大约为11月中上旬，此次初
雪时间正常。气象局的工作人
员提醒大家，降雪后温度会下
降，26、27日最高气温都在0℃
以下，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情况如
下：

26日多云转晴，北风3～4
级，最低气温-10℃，最高气温
-2℃。

27日多云间晴，南风2～3
级，最低气温-11℃，最高气温
0℃左右。

28～29日多云转晴，南风
转北风都是2～3级，气温回升。

商河林业局

防虫害38万亩

近日，记者从商河县林业局了
解到，2015年，为做好监测工作，林
业局对30多种常见林木病虫害进行
全面监测，设立监测点111处，累计
向国家森防总站发布和报送虫情、
病害病虫情信息及预报119期，其中
春尺蠖13期，美国白蛾24期，白杨透
翅蛾3期，其他病虫害79期，是山东
省乃至全国上报信息最及时、准确、
系统、全面的中心测报点之一。林业
局总共发布防治情报、技术服务信
息16期，发送服务短信15条，受众
2958人次。

据统计，2015年商河县20种主
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38 . 8万亩
次。美国白蛾有虫株率为0 . 007%，远
低于1%的防控指标；杨小舟蛾发生
较轻，经过飞防，没有形成危害；榆
掌舟蛾经过农林部门的两次飞防、
部分区域喷药以及风雨冲刷等自然
生态作用得到有效防控；但危害法
桐的悬铃木方翅网蝽在部分区域仍
然发生普遍，需要明年加大防治力
度。

据统计，全年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作业面积38 . 04万亩次，其中飞防
13万亩，人工物理16 . 84万亩次，化学
防治1 . 4万亩次，放蜂12 . 5亿头，生物
防治6 . 8万亩次。

（通讯员 卞晓阳）

商河交警车管所

获评青年文明号

近日，记者了解到，2015年
11月，商河交警车管所被评为
“济南市青年文明号”。

据了解，近年来，商河交警
车管所狠抓车管队伍建设，着力
推动车管服务升级，并加强对车
管民警的社会责任教育、法律责
任教育、廉洁自律警示教育。

车管所在优化传统窗口的
同时 ,不断拓宽服务渠道，向科
技化、信息化、亲民化快速延
伸，逐步推出“延伸车管所”、

“流动车管所”，服务亲民化水
平迈上新台阶。2015年11月被评
为“济南市青年文明号”。

（通讯员 刘志海 张玉
军 记者 刘慧）

本周这些地方停电

看看有你家吗？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邢敏 通讯员 王志龙） 近
日 ,商河县因施工作出近期停
电计划,安排如下:

11月26日7:00-17:30,10kV工
业线停电,涉及范围：新星木业
有限公司、张世礼、董家大棚、
杨春凯、铺庄铺信用社、玉皇
庙镇乡政府敬老院、杨庄铺实
验小学、丰盛工艺品有限公司
及其附近区域8家用户。

11月27日7:00-17:30，10kV

龙东线停电，涉及范围：农场
二队水站、金地农药有限公
司、科邦化工有限公司、王庆
春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开发区委
员会、安特生物有限公司、中国
联通有限公司、天匠重工有限公
司、荣通达有限公司、贝诺混凝
土有限公司、润滑油华兽药有限
公司、供水公司、山山塑料有限
公司、金泰生物有限公司及其
附近区域21家用户。

11月28日7:00-17:30，10kV

开园线停电，涉及范围：商河
六和饲料有限公司、济南飞鹤
玻璃有限公司、明士达门窗有
限公司、长风塑业有限公司、
济南地宝有限公司、山东博特
瑞有限公司、济南正信丰有限
公司、皇港果业有限公司、高
玉锋、山东恒利达有限公司、
济南永畅路桥有限公司及其
附近区域17家用户。

11月29日7:00-17:30，10kV

开西线停电，涉及范围：济南
泛洋纺织有限公司、中恒和泰
有限公司、开发区办公楼、安
诺芝有限公司、金泰隆焊业有
限公司、济南硅银电子有限公
司及其附近区域11家用户。

11月30日7:00-17:30，10kV杨
白线停电，涉及范围：杨庄铺村、
齐家村、于家村、双和纺织有限
公司、陈秀明、牛建华、永兴面粉
厂及其附近区域5家用户。

如有不明事项 ,可拨打咨
询电话:9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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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公路局

强化冬季道路安全

为进一步做好冬季道路安全工
作，商河县公路局结合自身实际，采
取多项措施确保辖区省道安全畅
通。加强路政巡查力度，路政执法车
在确保日常巡查的同时，与养护工
人密切配合，确保公路两侧无乱堆、
乱建及非法侵占、损坏路产路权等
行为。

公路局还细化公路养护管理，
及时清扫路面杂物，全面修复损毁
的公路设施，清除路肩、边沟、边坡
杂草 ,对排水沟、涵洞、泄水孔等进
行全方位清淤维护，确保所辖干线
公路路面、桥涵始终保持良好的状
况。全面排查施工路段隐患点，增加
警示牌和禁行标志，确保在建工程
施工安全。 （通讯员 刘朔）

郑路镇

法制进校园

近日，郑路镇司法所组织县经
侦大队、县消防大队、镇派出所在郑
路中学举行一场法治进校园报告
会。郑路中学部分师生700余人参加
了报告会。

报告会上，县经侦大队结合我
县各中小学校近年来发生的违法犯
罪案例和青少年学生心理、生理特
点作了专题报告。县消防大队通过
详细讲解一个个鲜活的消防典型案
例来教育和引导广大师生学习消防
安全知识。

镇司法所通过深刻剖析青少年
误入歧途的复杂因素对学生进行警
示。本次报告会联系实际、深入浅
出、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
感染力，为参加报告会的师生上了
一堂精彩的法治安全课。

（通讯员 陈超 吕会新 记
者 邢敏）

商河交警持续开展“三项行动”

筑牢辖区“校圈”冬防网
本报11月25日讯（通讯员

刘志海 记者 刘慧） 随
着冬季的来临，如何做好校园
交通安全工作，为中、小学、幼
儿园营造更好的道路交通安
全环境，是落实“校圈”交通安
全环境综合治理的“必修”课
题。近日，商河交警持续开展

“三项行动”，筑牢辖区“校圈”
冬季交通安全防护网。

近日，大队动员组织各中
队宣传民警分别深入辖区学
校、幼儿园开展冬季交通安全
课活动，通过向孩子们播放精
心制作的PPT课件、典型案例
视频、参与交通安全模拟游

戏、同唱《安全过马路三步曲》
等形式，强化孩子们养成“红
灯停、绿灯行”、通过路口要

“一停、二看、三通过”、不乘坐
隐患车辆、不在马路上嬉戏打
闹的安全意识和习惯。

商河交警还认真贯彻落
实《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定
期组织辖区农村地区接送学
生车辆驾驶人、涉及学校、村
居安全负责人召开安全分析
会议，认真登记车辆情况、车
辆所有人、驾驶人运行时间、
行驶路线、行驶车次、运载人
数、缴纳保险等基本情况，逐
一建立相关的信息采集台

账；由重点车辆管理民警对
车辆交通违法情况、车内安
全装置、车辆年检等情况进
行认真核对检查。

商河交警还对8辆不符
合安全要求的农村面包车下
发了《交通安全隐患整改通
告书》，责令停止接送学生车
辆业务，努力从源头消除隐
患，严防涉及校车、接送学生
车辆交通事故发生。

据了解，仅11月份以来，
就开展校园周边秩序综合整
治行动3次，抓拍违法停放车
辆230余辆次，劝离占道摊贩
1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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