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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两天省城持续有小雪光顾
近日看着南方的大雪让人眼馋，两场小雪接连而至为泉城解渴

播报 交通进行时

济南市打响
扬尘集中整治歼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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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济南市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扬尘集中整治专项行

动，并成立由济南市委常委、副

市长徐群同志为组长的扬尘集

中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济南市扬尘治理与渣土整

治行动工作组办公室将对此次

扬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开展联

合执法大检查，对公众反应强

烈、慢作为不作为的，按规定进

行曝光、约谈。记者 段婷婷

首次申领户口簿
免征工本费

聊城开发区交警
交通安全教育送上门

1月26日，在盖世物流交管

服务站宣教课堂，聊城开发区交

警赵强组织物流园区的重点车

辆驾驶员和职工，一起上了一堂

恶劣天气下安全驾驶的交通安

全宣传课。民警给驾驶员们重点

讲解了各种恶劣天气条件下安

全驾驶的要点，并结合图片、视

频资料，生动说明了违法驾驶的

严重后果和惨痛教训，起到了良

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张海燕

近日，山东省物价局、财政

厅发布《关于户籍管理有关证件

收费标准的复函》，对我省户籍

管理有关证件收费标准做出规

定，自2018年1月25日起执行，有

效期至2023年1月24日。对居民新

立户(包括分户另立户、迁入新立

户)等首次申领居民户口簿的，免

征工本费。 记者 段婷婷

滨州高新交警持续深化
“百日攻坚”行动

□记者 段婷婷

生活日报1月26日讯 近日，南

方多地降下大雪，湖南、安徽、上海等

省市都降下大雪。不过，济南的天气

虽然冻得人瑟瑟发抖，却一个雪花都

没有飘，不少济南人看着南方的大雪

十分眼馋。不着急，本周末两场小雪

将接连而至，虽然都是小雪级别，也

能让济南人解解馋。

根据中央气象台信息，过去24
小时，河南南部、安徽大部、江苏南

部、浙江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

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了大到暴

雪，上述大部地区积雪深度达到5～
10厘米，部分地区积雪深度大于12厘
米。据悉，上海全市降水量在5-15毫
米，最大积雪深度普遍达5-10厘米，

成为近十年来最大一场雪。杭州积雪

也达到12厘米。26日18时中央气象台

升级暴雪预警为橙色，预计，26日20
时至27日20时，湖北大部、河南南部、

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浙江西北

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等地的部分

地区仍将有大雪，其中，湖北南部、

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

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雪(10～15毫
米)。上述地区新增积雪深度4～8厘
米，局地可达8～15厘米。

然而就在南方在皑皑白雪中兴

奋不已时，北方的济南却在零下

10℃的气温里瑟瑟发抖地盼雪来。

今冬以来，济南市降雪次数非常有

限，且每次降雪都小雪级别，让不少

人觉得不过瘾。不过，根据最新预

报，这场雪也将光顾济南两天。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预报，26日
夜间多云转阴，27日白天到夜间阴

有小雪，东南风2～3级，27日早晨最

低气温-10℃～-7℃，最高气温-3℃
左右。一氧化碳中毒潜势偏高，提醒

使用煤炭和燃气取暖的人们注意居

室通风，预防煤气中毒。森林火险2
级，28日早晨到上午阴有小雪，中午

到夜间多云，北风3级，最低气温-9℃
～-7℃，最高气温-2℃左右。

29日晴，南风短时北风2～3级，

最高气温0℃左右。30日至2月1日多

云转晴，南风短时北风2～3级，气温

开始回升。2月2日晴间多云，南风2
～3级转北风3～4级，气温下降。

这场雪不仅将“造访”济南，还

将影响山东不少地区。1月26日14时
50分山东省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

预报，预计，27日至28日我省自南

向北将出现一次降雪天气过程，

降雪主要集中在27日下午到28日
早晨。全省平均1～2毫米，其中德

州、滨州、东营等3市0 . 1～1毫米；

济南、淄博、泰安、莱芜、潍坊、烟

台、威海和青岛等 8市 1 . 5～ 3毫
米，积雪深度1～3厘米；聊城、菏泽、

济宁、枣庄、临沂和日照等6市2毫米

左右，积雪深度2厘米左右。

为提升中小学生交通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1月26日，

聊城开发区交警来到开发区实

验小学，为师生作了一次交通安

全教育讲座。民警利用多媒体设

备，根据小学生出行的特点展开

话题，从行走、骑车、乘车等方面，

讲解了常见的中小学交通安全

注意事项，并要求小学生们将所

学的交通安全知识，主动运用到

日常生活中，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张海燕

聊城开发区交警
走进小学讲交通安全

确保孩子安全上学
交警严查“黑校车”

极寒天气
市民出门全副武装

我省全面规范公务员录用考察
将严格执行“八不准”和回避的有关要求

近日，山东省委组织部、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

联合印发了《山东省公务员录用

考察办法(试行)》，在从源头上严

把公务员队伍“入口关”。

《考察办法》提出，录用考察

结果应当全面、客观、真实、准确。

考察内容将包括考察对象的政治

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

守法、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以

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

并重点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

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报名信息和

材 料 是 否 真 实 准 确 等 方 面 的 情

况。考察标准全面贯彻落实好干

部标准，明确了公务员录用的七

类负面清单和灰色地带，从源头

上确保了公务员队伍的先进性纯

洁性。

《考察办法》规定，录用考察

将严格执行“八不准”和实行回避

的有关纪律要求，并明确了公务员

主管部门和招录机关及时受理投诉

举报，并按管理权限处理的义务。对

违反规定的事项，将按照有关规定

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

门，视情况分别予以责令纠正或者

宣布无效；由相关部门按照管理权

限和职责，对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

责任的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

评教育、调离录用工作岗位或者给

予处分。 记者 王红妮

1月26日，聊城开发区交警

在顾官屯镇小学对接送学生的

车辆进行突击检查，共查处2辆
没有正规手续的“黑校车”，这2辆
车都没有营运手续，除交强险外

都没有办理校车相应的商业保

险。一旦发生意外，受伤的学生

将很难得到应有的赔偿。民警对

黑校车做出现场处罚，暂扣车

辆、驾驶证，按有关规定对其进

行上限处理。 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张海燕

1月24日下午，东阿交警大队

民警巡逻至姚寨镇附近时，发现

一辆“面包车”内人头攒动，遂让

其靠边接受检查，经检查，民警发

现，实载5人的“面包车”，满满的

挤了8人，同时杂物塞满车厢，典

型的超员和人货并装。经询问，驾

驶人孙某称，全车都是一家人，本

来是去亲戚家喝喜酒的，没想到

回家路上被民警查个正着。民警

遂对全车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后采

取卸客转运措施，并对该车依法

进行了处罚。据悉，年关临近，东

阿县交警大队将集中整治行动向

农村延伸，其间，交警部门将联合

乡镇政府、派出所开展集中查处

行动。

记者 王僖 通讯员 赵洪岭

喝喜酒超员回家路上被查获

为有效遏制冬季酒后驾

驶违法行为的多发势头，切实

为广大群众出行打造安全畅

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滨州高新

交警大队持续深化“百日攻

坚”行动，立足辖区实际，结合

当前重点工作，认真分析冬季

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发生的特

点规律，对现有警力进行安排

部署，以酒驾违法多发饭店、

酒吧、KTV等娱乐场所为重

点，设临时执勤点，对过往车

辆逐一检查，通过问、观、询等

进行初步判断，对有酒驾嫌疑

驾驶人进行酒精检测，对确定

酒后驾驶的，按照“五个一

律”，依法从严进行查处。常态

化打击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全

力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为群

众安全出行奠定良好基础。记

者 王僖 通讯员 刘婷婷

1月26日，济南街头最低温降到了零下十几度，简直是寒风刺骨，

骑车有冻掉鼻子的感觉。这些街头人使出了各种解数来御寒，从骑车

棉袄到挡风罩，多种装备各有各的妙处。 记者 周青先 摄影报道

四名家中国画作品展
今日开展

1月27日，由山东美术馆、山

东省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以古开

今 传承创新——— 田黎明、赵建

成、江宏伟、刘万鸣中国画作品

邀请展”将在山东美术馆开幕。

展览将展出四位画家作品约60
幅。本次展览将于27日下午举办

研讨会，展览持续至3月17日。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肖阳

92号汽油每升涨0 . 05元
26日，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

价变化，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

成机制，自2018年1月26日24时
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

提高65元和60元。折算下来，92号
汽油每升上调0 .05元，95号汽油

每升上调0.05元。 记者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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