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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身份(数英)09:45 13:35 17:25

22:45 绿灯侠(数 3D 英)11:25 13:30

15:35 17:40 19:45 21:50 22:50 梦游

(3D 数中)09:30 23:55 密室之不可

靠岸(数字)09:20 11:10 13:00 16:45

20:55 猩球崛起(数英)10:20 11:20

12:20 14:15 16:10 17:05 18:05 19:00

19:30 20:00 20:30 21:25 21:55 22:25

23:20 23:50 猩球崛起(数中)09:25

13:15 14:50 15:10 18:35 幸福额度

(数中)10:30 14:00 15:45 17:30 19:15

21:00 永无止境(数英)11:45 15:35

与时尚同居(数字)12:15

(以上影讯仅供参考，如有变动

请以影城当日现场排片为准。)

影讯查询www.wandafilm.com

电话：0536-8050111、8891662

未来三天天气多云为主
这几日，潍坊早晨都有轻雾，

天气多云为主，温度变化不大。据

气象部门最新监测显示，10 月 31

日，午后最高气温在 21℃，让人

感觉分外舒适。到了夜间，多云依
旧，南风 3 至 4 级。而未来三天，

潍坊天气仍旧是多云“唱主角”，

最高气温维持在 20℃ 左右，因
而，市民外出时，尽管空气质量交

叉，但会感觉温度较为适宜。

进入 11 月份的前两天，天

气没有明显变化，市区多数时间

会是多云，气温 10℃ 至 21℃ ，

空气湿度 40% 至 70% ，降水概

率 20% ，到了 11 月 3 日，多云

天气继续，但伴随南部地区天空
中云量的增多，局部地区可能会

有阵雨，北风 3 至 4 级，气温
12℃-19℃ 。

据气象部门专家表示，虽然

未来三天虽然以多云为主，但天

气状况较为稳定，而且最高气温
维持在 20℃ 左右，所以天气较

为适宜。但因持续多日的多云

天，空气湿度逐渐变大，同时无
冷空气影响，风力又较小，因而

早晚会继续雾霾天气。因而，早

晚需要开车外出的市民，一定要
注意出行安全或者避开早晚出行

时间。

多云转阴，北风 3-4 级，

12℃-19℃

3 日1 日

多云，南风 3-4 级，10℃-

21℃

多云，南转北风 3-4 级，

11℃-20℃

2 日

紫外线指数：弱

紫外线强度较弱，建

议出门前涂擦 SPF

在 12-15 之间、PA+

的防晒护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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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适宜，但风稍微

有点大。这样的天气

很适宜旅游，您可以

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

无限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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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31 日讯(记者 丛

书莹)10 月 31 日，记者从 12343 服

务大厅了解到，服务大厅首次开
设了便民义诊的服务，市民在大

厅办完业务还可做个健康检查。

在一楼服务大厅的东

南侧，记者看到很多市民排起了

长队，有三位医生正在为市民诊

疗，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今天是
12343 服务大厅开展义诊服务的

第一天，来这边办理其他业务的

市民看到有义诊，顺便做个健康
咨询或是检查。

记者了解到，此次义诊的单

位是潍坊市妇幼保健院，便民义

诊目前主要是血糖和血压、心肺

功能的检查，另外还提供健康咨

询和指导。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外

科专家徐守森告诉记者，开诊不

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来了约 50

位的市民来做健康义诊，有的是

咨询的，有的是检查血糖血压的。

家住在城关街道 65 岁的杨先

生在检查完得知自己的血压正常

后，很高兴。他告诉记者，自己本来

是来充话费的，看到有义诊就过来

查查血压，去一趟医院还需要挂号

费和排队，而且光检查血压血糖的

也不想大老远跑一趟，自己在
12343办完事还能查查体，很方便。

12343 民生服务大厅服务部

主任吕培明告诉记者，开设健康
义诊主要是给市民带来方便，今

天是第一天，反响不错，今后义诊
会一直持续下去，来大厅办业务
的市民如果需要健康检查或是咨

询，便可去义诊处找医生。

另外，记者了解到，大厅准备

开设医疗中心的窗口，会邀请市
内大型医院的离退休医生来坐

诊，还会增加一些检查项目，目前

工作正在筹备当中。

办完业务可顺便做个健康检查

12343 服务大厅开展便民义诊

本报 10 月 31 日讯(通讯员
孙建刚)10 月 31 日，记者从

寿光环卫处获悉，为改善环卫
工人劳保等福利待遇，环卫处
已获得政府 2 0 万元专项资

金，为环卫工购置保洁服、雨

衣、手套等劳保物品。

据了解，近年来，寿光十
分关注提高环卫工人福利待遇

问题。此次政府 20 万元专项

资金将专门用于保障环卫工人

的人身权益，用来为一线环卫
工人购置保洁服、雨衣、手套

等劳保物品，并在这些服装都

加装警示反光标志，提高工人

凌晨和夜间工作的安全性，从
而从实际行动上把对环卫工人

的关爱体现在每一处细节上，

使广大环卫职工以更强的责任

心、更大的责任感进行环卫工

作，全面推动环卫工作的发

展。

寿光 20 万改善

环卫工劳保福利

备考

奎文直管环卫工

涨工资了

餐饮单位使用

“地沟油”，停业！

10 月 31 日，在潍

坊学院图书馆自习
室内，准备考试的学

生都在认真的学习。

随着研究生考试的

日益临近，留给考生

复习的时间越来越
少，因此准备研究生

考试的考生们也就
抓紧时间认真复习。

据了解，2012 年研究
生考试将在 2012 年 1

月 7 日、8 日举行。

本报记者 孙

国祥 摄影报道

本报 10 月 31 日讯(记者
丛书莹)10 月 31 日，记者从奎

文区政府了解到，奎文区为环

卫部门临时用工人员涨工资，

涨后环卫临时工薪资待遇在全

市同行业中达到最高水平。

据了解，为进一步改善环

卫部门临时用工人员工资待
遇，奎文区在目前待遇基础
上，根据环卫工人具体作业工

种的不同，适当提高了奎文区

环卫处直管临时工工资水平。

据了解，环卫车驾驶员每

人每月增资 500 元，月工资增

长至 2000 元；垃圾装卸工每人

每月增资 300 元，月工资增长

至 1800 元；污水抽吸工每人每

月增资 300 元，月工资增长至

1500 元；转运站管理员每人每

月增资 300 元，月工资增长至

1100 元；公厕管理员每人每月

增资 200 元，月工资增长至 860

元，平均工资每月涨幅 300 余

元。

听到自己的工资涨了，做

了几年垃圾装卸工的李建春高

兴地告诉记者，以前只是听说

工资要涨，也没报太大希望，

没想到真涨上去了， 300 块钱

对他来说相当于大半个月的生

活费了。

奎文区区委书记边峰表

示，环卫工人是净化美化城市
的主力军，城市的发展一天都

离不开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

区政府会切实关心环卫工人，

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他们的实
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

忧。

“回家网”成立 1 年

助 12名流浪者回家

本报 10 月 31 日讯(记者 马媛

媛)10 月 31 日，记者从昌邑药监局

了解到，昌邑局重点开展了餐饮服

务环节食用油脂监督检查，对使用

“地沟油”的餐饮单位依法责令停业

整顿，直至吊销许可证，涉嫌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月 31 日，记者了解到，昌邑

市药监局重点开展了餐饮服务环节

食用油脂监督检查。截止目前，出动

执法人员共监督检查餐饮服务单位
80 家，检查中未发现餐饮服务单位
使用“地沟油”现象，针对少部分单

位在采购和使用食用油时未索取相

关证、票和检验报告，以及《餐饮废

弃物处理记录》登记不全和未建立

餐厨废弃物台账等情况，执法人员

当场下达了整改意见书，责令限期

整改。

本报 10 月 31 日讯(记者 赵松

刚)一年前，三名民间网友建立了一
个名为“回家网”的网站，以此作为
平台帮助流浪者回家。10 月 31 日，

成立一年后的“回家网”，成员已经

发展到 3000 多名，遍布 24 个省市

自治区，并成功救助了 12 名在外流

浪者回到家中。

据了解，网站开通不久后，就

有近百名好心人成为志愿者，一年

来，志愿者已发展到 3000 多人，成

为一个全国性爱心志愿者公益组

织。而“回家网”从成立到现在，已
先后组织发动志愿者街拍路边的

流浪者照片 3000 多张，上传流浪者

照片和信息到“回家网”的一共有

600 多条。截止到目前，“回家网”志

愿者已经成功帮助 12 名流浪者回

到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