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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济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出炉

太太白白湖湖新新区区综综合合气气质质最最优优

““萌萌萌萌哒哒””诗诗礼礼夫夫子子亮亮相相高高新新区区
数百个卡通人偶亮相创意大厦，展览持续至5月下旬

济济宁宁月月嫂嫂行行业业咋咋发发展展

互互联联网网++抱抱团团创创品品牌牌

本报济宁4月23日讯(记
者 贾凌煜) 3月份济宁市
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出炉，太白湖新区“气
质 ”最 优 。在 细 颗 粒 物
( PM 2 . 5 )和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平均浓度等方面，均
同比改善。曲阜市和济宁经
开区以29个优良天位居全市
第一。

3月份，全市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平均为5 . 18，同比

改善14 . 1%；细颗粒物(PM2 . 5)
平均浓度为54微克/立方米，
同比改善8 . 5%；可吸入颗粒
物(PM10)平均浓度为95微克
/立方米，同比改善10 . 4%；二
氧化硫(SO2)平均浓度为18微
克/立方米，同比改善41 . 9%；
二氧化氮(NO2)平均浓度为
3 1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29 . 5%；优良天平均值为25
天，同比改善7 . 2个百分点。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最好的县市区是太白湖新
区，为4 . 70；同比改善幅度最
大的县市区是太白湖新区，
为26 . 1%，同比改善幅度最小
的县市区是梁山县，为1 . 4%。
优良天最多的县市区是曲阜
和济宁经开区，为29天；最少
的县市区是汶上县，为18天；
10县市区同比改善，改善幅
度最大的县市区是金乡县和
济宁高新区，均为12 . 9个百分
点；微山和汶上两个县与去

年同期持平。
细颗粒物(PM2 . 5)浓度

最好的县市区是任城区和太
白湖新区，均为46微克/立方
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
度最好的县市区是金乡县，
为79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
(SO2)浓度最好的县市区是
泗水县，为14微克/立方米；
二氧化氮(NO2)浓度最好的
县市区是太白湖新区，为22
微克/立方米。

本报济宁4月23日讯(记
者 汪泷 通讯员 宋国
栋) 19日，数百个“诗礼夫
子”卡通人偶“空降”济宁高
新区创意大厦。作为系列

“诗礼夫子”主题活动中的
第一项，展览活动将持续到5
月下旬。

最近这几天，不少市民
走进创意大厦的时候，都会
被一楼中厅的场景所“震
撼”。只见这里突然出现了
数百位可爱又精致的“孔夫
子”，“萌萌哒”的姿态着实
让人甚是喜爱。仔细打量，
会发现这些可爱的孔子造
型各异，有的双手合并、有

的手持弓箭、有的持卷而
书、有的弹奏古琴。

“这是我们新创作出的
‘诗礼夫子’，造型都是根据
孔子的‘六艺’演变而来。”
现场一位工作人员说。原
来，这数百个可爱的孔子其
实是由山东新思域与“高新
创达”共同推广的“诗礼夫
子品牌IP”。

高新创达一位负责人
介绍，诗礼夫子卡通形象由
设计师陈殷舒及新思域设
计艺术股份有限公司设计
团队共同创作。创作者以官
方发布的标准孔子画像，包
括唐代吴道子的《先师孔子

行教像》、明代的《孔子燕居
像》、清代的《孔子行教像》
为蓝本，综合其它流传至今
的上百幅的孔子画像进行
提炼。

“卡通孔子像的诞生
可以使传统的儒家文化更
好地融入当下时代，助力
于儒家学说在现代社会的
传播。”该负责人表示，“诗
礼夫子”可以引导更多的
青少年愿意去了解认识孔
子 并 学 习 其 思 想 及 其 著
作，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继
续蓬勃发展，更能够助力

“首善之区·文化济宁”的
建设。

本报济宁4月23日讯(记
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刘
峰 马向军) 22日，2018
孟子故里(邹城)母亲文化
节系列活动之一“跑游山
东·儒风邹城2018环孟子湖
半程马拉松系列赛”鸣枪开
赛。

本次比赛设置男女半
程马拉松和迷你马拉松两
个组别，其中半程马拉松
21 . 0975公里，迷你马拉松5
公里。经过激烈角逐，中国
选手田华东和肯尼亚选手
毛润·基普罗诺分获男子、
女子组半程马拉松冠军。

本报济宁4月23日讯(记
者 贾凌煜 通讯员 朱
璐) 今年，邹城将完成9个
社区1 . 4万户的“电代煤”改
造任务，新建、改造10千伏
线路12条。

邹城市委、市政府组
织经信局、住建局、城管
局、中心店镇和供电公司
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勘察
组，日前来到 1 0千伏普阳

线、马庄线、明泉线、钢厂
线等12条10千伏新建、改造
线路现场，就电缆通道使
用、线路走径设置、杆塔组
立方案、建设改造标准、地
下管网情况、施工建设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逐
一察看，现场优化建设改
造方案、解决施工建设难
题，确保“煤改电”项目顺
利推进。

今今冬冬11 .. 44万万户户邹邹城城居居民民

不不再再烧烧煤煤要要用用电电取取暖暖

孟孟子子湖湖半半程程马马拉拉松松

这这两两名名选选手手夺夺冠冠

可爱的造型让人忍俊不禁。 本报记者 马辉 摄

高新区科技中心携手亚龙书城举办“书香校园行”活动

““奇奇幻幻阿阿姨姨””的的见见解解，，孩孩子子们们记记下下了了
本报济宁 4月 2 3日讯

(记者 王博文 ) 4月23日
是世界读书日，济宁高新
区科技中心携手亚龙书城
走进济宁海达行知学校，
为在座的1300余名师生带
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名家
公益讲座。

当日下午，济宁海达行
知学校演艺中心内聚集了小
学五年级和初一二级部的
1300余名师生，伴随着热烈
的掌声，孩子们所熟知的奇

幻阿姨——— 知名儿童文学作
家李岫青登上讲台。孩子们
按耐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
拿出笔记本，将“奇幻阿姨”
对阅读和写作的见解仔细记
录了下来。

在活动现场，李岫青结
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用一个
个生动有趣小故事讲述着自
己的写作心得，与学生面对
面交流创作经验，深入浅出
的谈阅读，聊写作，为在场的

“小书迷”奉上了自己的“写

作法宝”。
“希望通过这次‘书香进

校园’的活动，让公众熟知世
界读书日，为推动全民阅读，
打造书香校园尽自己的一份
力。”济宁亚龙书城总经理崔
亚龙表示，亚龙书城将会把

“书香校园行”打造成为一个
常态化活动，今年还将陆续
在各学校举办十余场活动，
让更多的知名作家走进校
园，为学生和作家提供交流
互动的平台。

本报济宁4月22日讯(记
者 贾凌煜 通讯员 路
慧敏) 月嫂行业未来怎么
发展？今后济宁将探索家庭
服务业网络化与电子商务
化的新模式，建立家庭服务
集团，进一步扩大品牌效应
和辐射作用等。

近年来母婴保健服务
明显呈现出多领域、多产业
和多区域融合发展势头。

“实际上，月嫂这一词在济
宁出现不超过20年，我们从
2003年涉足，至今15年，可
以说见证了济宁家政服务
行业的发展变化。”山东起
跑线母婴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梅说，如今起跑
线也不仅仅是做月嫂服务

的一家公司。
在22日的济宁市首届

月嫂服务高峰论坛暨济宁
母婴服务产业联盟启动仪
式上，作为一名管理者，陈
梅表示，至今国家尚无月嫂
服务统一行业标准和监管
措施。为促进行业更优发
展，现场多家家政公司达成
一致，积极鼓励从业人员参
加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素质
和修养。拟订行业自律和服
务公约，制定出台家庭服务
业监督管理办法，加强对家
庭服务市场的日常监管。探
索家庭服务业网络化与电
子商务化的新模式，建立家
庭服务集团，进一步扩大品
牌效应和辐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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