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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小课桌”填补“大空档”

12 日下午正值放学时
间，在锦程学校潍坊市公安

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交警大

队一中队的民警正在对小

学生进行课业辅导。据悉，

很多家长由于上下班时间
与孩子上下学时间不一致，

致使很多孩子下学后不能

及时被接送，“阳光小课桌”

不仅帮助家长照看孩子，同

时对小学生进行课业辅导。

本报记者 吴凡

李涛 摄影报道

本报 10 月 12 日讯(记者 郑雷)

12 日，记者了解到，“天地图·潍坊”

门户网站框架已搭建完成，近期将进

行上网调试，与省级节点互联互通。

据了解，“天地图”是中国区域内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资源最全的互联

网地图服务网站，旨在为公众、企业

提供权威、可信、统一地理信息服务，

使测绘成果更好地服务大众。

目前潍坊“天地图”建设已经完

成了四个方面：一是“天地图·潍坊”

门户网站框架已经搭建完成。二是完

成了地图浏览、兴趣点查询、周边搜

索、路径分析、公交换乘、个性标注等

社会化服务功能以及后台运行维护、

管理软件的开发。三是完成了基础数

据处理以及公交站点、城市道路等专

业数据制作。四是数据保密处理已基

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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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图·潍坊”

框架已完成

今明阴有小雨 最低 11℃
12 日，经过近几日天空中云

量的不断积聚，潍坊城区一整天

都是阴沉沉的。据潍坊市气象部

门预报显示，12 日夜间，多云天继

续，空气湿度也达到了 60% 至
90%，南风 3 至 4 级，夜间气温在

13℃左右。而且自昨日开始，潍坊

又迎来一股弱冷空气。受其影响，

今明两天潍坊阴有小雨，气温也

会出现略微下降，最低气温降至
11℃。而连续两天的降水过后，潍
坊也将于 15 日再次迎来晴天。

12 日上午，太阳透过云层与

市民打了个招呼后，随即便躲进

了云层中。少了阳光的照射，厚厚

的云彩虽然成为天空中的主角，

但白日最高气温仍然能达到
23℃。据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虽然 12 日潍坊迎来了冷空气，但

势力仍然相对较弱，但市民万万

不可大意，因为自今日开始至 15

日，冷空气势力也逐渐加强，市民

也将在秋风秋雨中逐渐体会到冷

空气的威力。

今日，伴随天空中云量的增

多，加上冷空气的侵袭，市区也将

降下淅淅沥沥的小雨，市民外出

时一定要备好雨具，以备被秋雨

下个措手不及。

据气象专家介绍，在早起时
受到冷空气刺激，容易引发咽炎，

因此，入秋后要特别注意保护呼

吸系统。平常要尽量少吃太辣、太

甜的食物，可以多吃一些具有润

肺清音功效的食物，如梨、罗汉

果、白萝卜等。

晴间多云，北风 4-5 级，

11℃-20℃

15 日13 日

阴有小雨，南风 3-4 级，

12℃-21℃

阴有小雨转多云，南风 3-

4 级转北风 5-6 级， 12℃-2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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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

有雨，如果在此期间

洗车，雨水和路上的

泥水可能会再次弄

脏您的爱车。

旅游指数：适宜

有降水，温度适宜，在

细雨中游玩别有一番

情调，可不要错过机

会呦！但记得出门要

携带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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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12 日讯(记者 董

惠)12 日，记者从潍坊自来水公司

采访了解到，为平衡城市各区域

供水压力，昨日，高新配水厂新管

道与东环配水厂老管道开始进行

停水合口，城区部分区域也将停

水 56 个小时。自来水公司工作人

员提醒，相关区域市民要及时做
好蓄水准备。

据了解，随着城区居民的不

断增多,潍坊的供水需求也在逐

年上升。由于潍坊南部地区地势
较高,水压相对较低,每到用水高

峰时，片区内一直存在水压小、水

流小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平

衡供水压力，满足城市长远发展

居民的用水需求，进一步提高城

区供水的安全性、可靠性，确保城

市居民安全优质供水，潍坊自来

水公司从去年开工建设高新配水

厂，并于昨日开始对高新配水厂

新管道与东环配水厂老管道开始
进行停水合口。

此次东环水厂搬迁新老管道

停水合口，将影响到东方路以西、

北海路以东、东风东街以南、府祥

街以北范围内用户停水。

另外，北海路以西、白浪河以

东、北宫东街以南、健康东街以

北，此范围内用户水压降低；东方

路自来水公司宿舍、市消防支队、

市政府、潍坊电视台用户水压降

低。此次停水自昨日 13 时开始，

至 14 日 21 时结束。

对此，潍坊市自来水公司的

工作人员提醒此次迁建涉及到的

市民，要提前做好蓄水准备，应对

停水对市民生活造成的不便。

自来水厂新老管道合口

城区部分区域停水 56 小时

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有几个

与保质期相关的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虽然在保质期内的食品都

可以放心食用，但营养还是略有差

别的。二是食品保质期概念同样适

用于药品，但烟草产品没有相关制

度保障。三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

下，某些食品的保质期长短和防腐

剂多少没有必然关系，并不一定是

保质期越长，添加防腐剂就越多。

食品的保质期长短是由食品自身特

质、食品的包装类型和食品的生产

工艺来决定的，很多食品都可以实

现无防腐剂保鲜。例如蜂蜜、泡

菜、醋、白酒等高糖、高盐或高酸

食品不需添加防腐剂。四是对于没

有标注保质期的，消费者一定要坚

决予以抵制。

告诉你一个
真实的“保质期”

今日潍坊

C23

本报 10 月 12 日讯(通讯员

袁洪涛)12 日，从潍坊市建

管处了解到，在最近一次建筑

企业年度资质考核复查中，对
458 家企业进行考核检查，全

市有 49 家企业因达不到资质

标准而被吊销资质。

经过年度考核，潍坊市共

复查企业 458 家，合格企业
409 家(包括基本合格 47 家)，

对 47 家基本合格企业下达整

改通知并限期整改。对部分管

理不规范、资质硬件不达标的

企业给予被降级或注销，其

中， 49 家建筑企业(总包企业
5 家，专业承包企业 4 家，劳

务分包企业 40 家)因代表工程

业绩、工程技术经济人员、注

册人员等方面达不到资质标准

要求，按规定上报省建管部门

予以吊销资质处理。

根据相关要求，潍坊市建

工处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考
核组，对全市 827 家建筑业企

业进行年度资质考核，按照全

市企业总数的 30% 抽取了 192

家复查企业，对 266 家劳务企

业全部进行复查，下发整改通

知书 41 份。

本报 10 月 12 日讯(记者

董惠)12 日，记者从山东电力

集团创先争优活动推介会上了

解到，潍坊供电公司今年售电

量继续保持全省第 2 位，增长

率连续十年保持 10% 以上，

预计今年将突破 300 亿千瓦

时。

据介绍，近些年来，潍坊

供电公司加大投入。目前，潍
坊电网已建成由东西南北四大

供电区域组成，分层分区供电

的坚强网架格局，拥有四座
500 千伏变电站、 27 座 220 千

伏变电站，均居全省首位，为
售电量的稳步增长打下基础。

同时，供电公司完善客户

服务。其中，对大客户提供

“零距离”服务，远程实时指

导客户停送电，事故率同比降

低 3 6 % 。对居民客户提供

“便捷式”服务，为方便市民

缴费，供电公司打造十分钟交

费圈，力争到年底，市民 10

分钟就可以走到缴费点， 10

分钟就可以办结业务。对于弱

势群体，也建立了“爱心档

案”，开辟用电绿色通道。服

务完善也促进着售电量不断增

长。

潍坊售电量

全省第二

潍坊 49 家建企

被吊销资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