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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宝会发现

30 万年前象牙化石

16 日，记者了解到，

临朐县第三届民间鉴宝

活动于近日在县博物馆

举行。鉴宝会共鉴定了来

自民间的近 300 件文物

和艺术品。本次鉴宝活动
中发现了 30万年前的古

潍坊象象牙化石一件、战

国时期的铜剑两件、汉代
的铜鼎一件、铜镜两件、

宋瓷 10 余件、清朝时期

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的

四条屏和四联，还有清朝

和民国时期的各种文物
150多件。

本报记者 马媛媛

摄影报道

本报 10 月 16 日讯(记者 孙翔)

13 日，记者从市旅游局获悉，2011 年

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报名时间 10

月 20 日截止，旅游局提醒考生尽快

报名。

根据省导考办要求，潍坊市全国

导游人员资格考试日期定于 2011 年

11 月 12、13 日两天举行。

考生凭报名材料到潍坊市旅游

局指定报名点审核，合格者购买教

材，不购买教材者可在报名点领取

注册号，考生凭报名序号登陆“山东

旅游政务网”(www.sdta.gov.cn)主页

“旅游从业者”栏目进入“全国导游资

格考试报名”一栏，填入报考信息并

上传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作为报名准

考证和存根使用，提交打印“2011 年

全省导游资格考试报名表”。报名截

止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20 日，之后

将关闭报名系统，不再受理任何报

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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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持续晴天 最高温 24℃
16 日潍坊晴空万里，全

天日最高气温 22℃ 。潍坊市气
象局预报，本周前期，以晴间多

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预

计可升至 24℃ 左右，周中期，

日最高气温再次降至 2 0℃ 左

右，周内没有明显降雨天气过

程。持续晴好的天气，市民在享
受秋日暖阳时，还应应及时补

水，应对干燥。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

析， 17 日，潍坊市以晴间多云

为主，白天仍有 3-4 级的南风，

最高气温 2 0 ℃ ，最低气温
9℃ 。 18 日，潍坊仍以晴间多

云为主，南风 3-4 级，最高气温
22℃ ，最低气温 9℃ 。到了 19

日，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南风

2-3 级，最高气温 24℃ ，最低

气温 10℃ 。

气象专家表示，本周中期，

预计 18 日开始，受弱冷空气影

响，本市云量明显增多，气温下
降， 19 日前后，天空变阴，但

出现降雨的可能性不大。受此次

弱冷空气影响，周二至周五，本

市的日最高气温徘徊在 20℃ 至

24℃ 上下。

专家提醒，大风天气会加剧
空气中水分的流失，注意多补充

水分；同时这个季节早晚凉、中

午热，是流感的多发期，注意保

暖以防感冒。

晴间多云，南风 3-4 级，

10℃-22℃。

19 日17 日

晴间多云，南风 3-4 级，

9℃-20℃。

晴间多云，南风 3-4 级，

9℃-22℃。

18 日

紫外线指数：中等

外出时建议涂擦 SPF

高于 15、PA+的防晒

护肤品，戴帽子、太

阳镜。

洗车指数：适宜

未来两天天气较好，

适合擦洗汽车，蓝天

白云、风和日丽将伴

您的车子连日洁净。

旅游指数：很适宜

天气较好，温度适宜，

是个好天气哦。这样

的天气很适宜旅游，

您可以尽情地享受大

自然的风光。

生
活
指
数

日前，从市教育部门获悉，国

防部征兵办公室、教育部高校学

生司联合下发通知，对进一步做

好大学生入伍征集工作提出要
求。据悉，征集工作将从 11 月 1

日正式开始，目前大学生可登陆

http://zbbm.chsi.com.cn 进行网上

报名。

通知指出，各级征集、教育部

门要提醒预征对象及时参加征集

体检,对未进行预征报名、直接报

名应征并回校要求补办预征手续

的高校毕业生，高校及所在地兵

役机关要积极给予办理。通知要
求要做好高校应届毕业生入伍学

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工

作，确保符合条件的每一名高校

毕业生都能够按规定拿到补偿代

偿款。

高校应届毕业生不管是公办

还是民办的 2011 届学生均可报

名，但不包括往届毕业生、成人教

育、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类学校

及征集年龄为 2011 年年满 17 至

19 岁，普通高校在校生放宽到 20

岁，普通高校毕业生放宽到 22 岁。

本报记者

大学生入伍 11 月 1 日报名

今日潍坊

C11

本报 10 月 16 日讯(记者

宋昊阳)16 日，记者从潍坊南

苑机场获悉，中国民航 2011-

2012 年冬春季航班时刻表已

经下发，自 2011 年 10 月 30

日开始执行，潍坊机场部分航

班的时刻稍有变动，具体时刻

和提前购票优惠政策内容如

下：

潍坊机场实行

冬春季时刻

详请咨询潍坊机场 24 小

时售票咨询电话： 8520518 ，

市民也可前往潍坊机场市内的

售票咨询中心购票和提前办理

登机手续，具体地址：

奎文区：中信银行一楼营

业大厅内(新华路与胜利街交

叉口)

潍城区：潍坊市民生服务

大厅内(东风街与向阳路交叉

口)

航线
航班

号
班期

起飞

时间

到达

时间

北京-

潍坊
GS7425每天13：2014：20

潍坊-

北京
GS7426每天19：1520：20

潍坊-

上海
GS7491每天15：0016：20

上海-

潍坊
GS7492每天17：2018：35

潍坊-

广州

HU703

4
246 13：4016：40

广州-

潍坊

HU703

3
246 10：0012：50

潍坊-

海口

HU730

4
246 13：4018：50

海口-

潍坊

HU700

5
246 07：5012：50

重庆-

潍坊
G52641 246 07：3509：45

潍坊-

重庆
G52641 246 12：5015：05

潍坊-

大连
G52642 246 10：1510：55

大连-

潍坊
G52642 246 11：4012：25

本报 10 月 16 日讯(记者 董惠

通讯员 韩传义)16 日，奎文环卫

部门在广文街等街巷上安装了 180

余个垃圾箱，解决了背街小巷垃圾无

处倾倒的问题。

背街小巷人流量大，垃圾多，但

却缺少果皮箱、垃圾桶等垃圾收集设

施，沿街门店等产生的垃圾无处可

倒，经常是“保洁员前脚打扫，垃圾后

脚乱倒”。

为此，奎文环卫处解决垃圾收集

设施“缺位”问题，在广文街、中学接、

中和街、南乐道、行政街西段等 5 条

街巷上安装果皮箱 61 个，在幸福街、

友谊街、院校街、行政街东段等 20 多

条商业密集街巷布设 240 升垃圾桶

120 多个，有效解决了垃圾倾倒难的

问题。据介绍，以后奎文环卫还将根

据辖区街巷的实际情况，通过安装果

皮箱或设置垃圾桶的方式全面解决

街巷垃圾无处放的问题。

奎文 180 余个
垃圾箱“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