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生活离不了

今天

明天

晴转多云，东风 3-

4 级，11 ～ 22℃。

多云，东风 3-4 级，

12 ～ 22℃。

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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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市

临沂天气

滨州：阴 9 ～ 17℃

东营：多云 10 ～ 17℃

济南：阴 10 ～ 18℃

德州：阴转多云 9 ～ 15℃

聊城：多云 10 ～ 16℃

泰安：阴转多云 11 ～ 19℃

莱芜：多云 10 ～ 19℃

菏泽：多云 10 ～ 16℃

枣庄：多云转晴 11 ～ 21℃

济宁：多云 12 ～ 20℃

日照：晴转多云 11 ～ 19℃

青岛：晴 11 ～ 20℃

烟台：多云转晴 10 ～ 16℃

威海：晴 10 ～ 16℃

潍坊：多云转晴 10 ～ 19℃

淄博：阴转多云 10 ～ 18℃

本报 10 月 20 日讯 (记者

张纪珍)根据 10 月 19 日《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通知》有关要
求，临沂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 日发出通知，对个人住房公积

金存贷款利率进行了调整。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调

整通知一出，就意味着从 20 日开

始，市民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贷

款，就要按照加息后的新利率执

行了。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自
2010 年 10 月 20 日起，上年结转

的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由现

行的 1 . 71% 调整为 1 . 91%，当年

归集的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

不变。五年期以下 (含五年 )从

3 . 33% 调整为 3 . 50%，五年期以

上从 3 . 87% 调整为 4 . 05%，分别

上调 0 .17 和 0 .18 个百分点。

根据临沂现行的政策，市区

(含三区)居民的公积金贷款最高

可贷 30 万元。如果贷 20 年，按等

额本息法计算，在此次公积金贷

款利率上调后，共需多还利息

6816 元，每月多还 28 元。

临沂昨起执行住房公积金贷款新利率

贷款 30万每月多还 28元
姨妈：

1 0 月 2 0 日是您生

日，祝生日快乐，永远健

康，天天快乐。

——— 您的外甥女慎妮
亲爱的老公：

这一生中我只相信缘

分，既然是缘分让我们走

到一起，那么我们就应该

相亲相爱不离不弃。常言

道：少时夫妻老来伴。我

愿与你携手做伴一直到

老。愿我们三口之家幸福

快乐！

——— 爱你的妻子李欣

亲爱的罗燕燕：

今天是你的生日，愿

所有的快乐、幸福、温

馨、好运都永远围绕在你

身边！生日快乐！愿我们

的亲人永远幸福，永远健

康！

——— 爱你的栋

老公：

今天我们结婚八周年

了，我们的儿子也快七周

岁了！感谢你一直以来的

陪伴、理解。嫁给你是我

这一生最幸福的事。

——— 老婆冯敏

★用布蘸点牙膏擦拭

水龙头，可使水龙头光亮

如新。

★用海绵蘸点牙膏刷

洗脸盆和浴缸，效果很

好。

★用棉布蘸点牙膏

后，轻轻擦拭泛黄的白色

家具，可使家具颜色还原

如新。

★用温热的湿抹布将

灶台上的焦垢润软，然后

用尼龙洗碗布蘸牙膏用力

刷洗污垢，再用干净的布

擦干净即可。

★烹调完鱼后，手上

仍残留有鱼腥味，不妨在

手上挤点牙膏搓洗，鱼腥

味便能立刻消除。

★手上沾了食用油、

签字笔油、汽车蜡或机油

等难洗的油污，用牙膏搓

洗就能清除。

★衣服的袖口和衣领

是比较难洗涤的，用牙膏

涂在污处，反复搓洗，效

果不同凡响。

牙膏

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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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

刘女士：想用全新三角

牌电饭煲和苏泊尔电烤箱各

一台，换同等价值物品；

吴先生：想用价值 499

元的全新九阳豆浆机一台，

换同等价值物品；

李先生：想用全新苏泊

尔电烤箱一台，换全新品牌

微波炉一台；

张女士：想用全新盒装

毛巾套装一件，换同等价值

物品。

费县农民聂先生反

映：他在邻村承包了 6 亩

地，去年全部种了小麦，但

上报小麦亩数时，听说承

包地种的小麦不在国家补

贴范围内，于是未能领取

到补贴。

记者帮办：20 日，记

者咨询了临沂市农业局，

生产指导科的工作人员说

小麦种植补贴是不区分责

任田和承包地的，只要是

核定小麦种植面积过程中

确认的小麦种植地均有补

贴。至于是在自己所在的

村里上报还是在承包地的

村里上报，没有具体的规

定。但工作人员说最好到

承包地的村里上报小麦亩

数。事后，记者将政策向聂

先生做了反馈，并想进一

步给他落实去年未拿到的

补贴款一事，但聂先生表

示，去年的补贴款未拿到

不想再追究，知道了政策
后以后再种小麦会争取自

己的权益。

帮办记者 崔洪英

承包地种了小麦

未见补贴款
本报 10 月 20 日讯

(记者 胡志英)研究生网上

报名 10 月 31 日结束，还没

有报名的考生需要抓紧时

间了。

研究生正式网上报名

的时间为 10 月 10 日-31

日每天 9：00-22：00，考生

可通过互联网登录研招网

进行网上报名。11 月 10 日

-14 日，考生本人携带有效

身份证件到选择的报名点

确认报名信息，并缴费、照

相。

2011 年 1 月 1 日-14

日，考生凭网报用户名和密

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

息网下载打印《准考证》。考

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

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参加

初试。

招生办提醒考生，考生

一定要牢记网报系统生成

的报名号，如果不慎遗失，

考生可凭借网上免费注册
的用户名和密码进入网报

系统进行查询，找回报名

号。

考生必须准确地填写

通讯地址，它是寄送考生复

试通知书、录取通知书的有
效地址。

研究生考试网报还剩十天

下月 10 日-14 日现场确认

姓名：徐若熙

性别：女

生日：2010 . 06 . 09

体重：7 千克

宝宝趣事：

我是一个人见人爱

的小女孩，虽然我有时也

会发一下小姐脾气，但是

爸爸妈妈从来不会怪我

的，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

吃糖丸了，妈妈用小勺给

我吃，我边吃边用我那笑

滋滋的小脸看着妈妈。

投稿邮箱：qlwbjrym

@126 .com

秀“宝”
本期明星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