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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暖和了 这周气温将飙到29℃
周日气温将再度下降，不过不会降太多

这
些
信
息
也
值
得
您
关
注

提醒 出行
2月济南市各区县
空气质量排名出炉

3月30日，济南市生态环
境局公布2月份全市空气质
量及各区县排名情况。环境
空气质量现状及改善综合得
分排名情况，第一单元排名
首位的是历下区，排名末位的
是天桥区；第二单元排名首位
的是济阳区，排名末位的是平
阴县。 首席记者 段婷婷

济南公安招聘800名辅警
今天可以报名了 K24、K25路公交线

4月1日起延长营运时间

济南轨道交通1号线将
于4月1日正式开通运营，为
实现公交与地铁的顺利接
驳，济南公交自4月1日起，延
长K24路、K25路公交线路营
运时间。 记者 王健

4月1日起，济南公安招聘
800名辅警的计划开放报名入
口。通过中国济南人才网网站
实行网络报名。因岗位不同，
辅警的薪水有所差异，3000元
/月-4000元/月不等。以上工
资包含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
险费和住房公积金。首席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李虹瑶

四月份银联乘公交
继续享优惠

济南公交携手中国银联
山东分公司“5折乘车”优惠活
动延长至4月30日。活动期间，
使用银联手机闪付(包括Apple
Pay，Huawei Pay，Samsung
Pay，Mi Pay等)和云闪付APP
二维码支付两种支付方式，每
位乘客每种支付方式每天可
享受1次“5折乘车”优惠，单笔
最高优惠1.99元。记者 王健

□首席记者 段婷婷

生活日报3月31日讯 经历了冷
空气带来的降温、大风的洗礼之后，
周一开始气温将一路飙升，周六将高
达29℃，周日气温将再度下降。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3月31日16
时发布的天气预报，3月31日夜间
到4月1日白天晴，南风转北风都是
3级，4月1日早晨最低气温济阳区、
莱芜区、钢城区、商河县3℃左右，
有霜冻，市区及其他区县8℃左右，
1日最高气温18℃左右。森林火险4

级，高度危险，林内可燃物易燃烧，
易蔓延。

4月1日夜间到4月2日晴间多
云，南风3～4级，最低气温济阳区、
莱芜区、钢城区、商河县5℃左右，
有轻霜冻，市区及其他区县9℃左
右，最高气温21℃左右。

3日晴间多云，南风3级，最低气
温济阳区、商河县4℃，市区及其他区
县8℃左右，最高气温23℃左右。4～5
日晴，南风3～4级，气温继续上升。6
～7日多云间晴，南风转北风都是3～
4级阵风6级，气温略有下降。

播报

记者从山东省公安厅高
速交警总队了解到，因施工需
要，4月1日早上7点开始，对
G2京沪高速公路莱芜至临沂
(鲁苏界)段上跨主线桥梁进
行拆除施工，施工期间实行交
通管制。管制时间为30小时，
到4月2日中午1点恢复正常通
行。 首席记者 吴永功

通讯员 王海龙 王海波

京沪高速这一段
交通管制30小时 3月30日，记者从民航山

东空管分局获悉，从2019年3
月31日零时起，民航启用夏秋
季飞行计划。此次航班换季，
济南出发的新航线大幅增加。

其中，洲际航线方面，比
利时货运航空公司计划开通
济南—列日/比耶尔塞的货
运航班；西藏航空公司计划
开 通 济 南 — 赫 尔 辛 基 的
TBA6001航班；俄罗斯伊克
亚航空公司KR436航班由济
南—莫斯科/茹科夫斯基机
场变成了济南—莫斯科/谢
列梅捷沃机场。国际航线方
面，山东航空公司计划开通
济南—名古屋的CDG4869航
班。国内航线方面，山东航空
公司计划开通济南—大同的
CDG4783航班等；东方航空
公司计划开通济南—信阳的
CES2327航班等；深圳航空
公司计划开通济南—运城的
CSZ8158航班。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武晓川

济南—赫尔辛基
航线将开通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入选CSSCI来源期刊

4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
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
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境
证件实行“全国通办”。在此之
前，济南公安出入境管理局已
经可以受理外地户籍居民出
入境证件的申请。外地户籍居
民在济南申领出入境证件有
个前提，那就是需要有居住
证。 首席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王楠

今起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

近日，记者从山东师范大
学了解到，3月25日公布的《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来源期刊(2019-2020)目录》
中，《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顺利入选中国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
源期刊(2019-2020)。据悉，这
是该学报自2018年重新进入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以来，取得
的又一历史性突破。 记者

张淑芬 通讯员 崔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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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殡仪馆周末迎来祭扫小高峰
玉函山安息园周末两天接待群众4万余人次

□记者 郭学军

生活日报3月31日讯 在清明节
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伴随着明媚的阳
光，一年一度的清明祭奠拉开了帷
幕，济南市殡仪馆和玉函山安息园周
末两天迎来第一个祭扫小高峰。

据介绍，截至3月31日14：30，
济南市殡仪馆骨灰寄存部接待群
众350余家、3500余人次；玉函山安
息园接待群众4万余人次。为保障
群众祭奠有序进行，济南市殡仪馆
还增加了十二处免费祭奠区，并增

加祭奠服务岗位人员，全面保障祭
奠服务工作安全平稳有序。玉函山
公墓的防火器具、人员全部到位，
防火观察哨和应急预案全部启动，
第一个祭扫高峰期未发生火情。

另外，济南市殡仪馆还抓住清
明节宣传时机，持续宣传绿色文明
祭奠新形式，设置绿色祭奠、文明
祭奠标语等近40处，大力倡导“鲜
花祭奠”、“网上祭奠”、“家庭追思
会”、“心愿墙”、“天使信箱”、“追思
卡”等文明祭奠形式，不断传递清
明节安全、绿色的文明新风。

山东推进绿色公益性公墓建设
明年每个市至少建成一处市级公益性设施

□记者 郭学军

生活日报3月31日讯 3月29
日，记者从山东省民政厅召开的清
明节移风易俗工作座谈会获悉，
2018年底，全省16个设区市全部面
向辖区居民实现了遗体运输、冷藏、
火化、骨灰寄存等基本殡葬服务全
免费，平均每件丧事减免1000多元。
沂水县去年在全国率先实行“身后
事”全免费政策。沂水经验做法在临
沂市、菏泽市等得到积极推广。

我省每年平均火化尸体近60万
具，约占全国火化总量的十分之一。
全省已建成公益性公墓5718处。今
年济南、青岛、烟台、威海、东营、日
照将继续举办海葬活动。另据了解，
力争到2020年底，全省每个市至少建
成一处市级公益性绿色殡葬设施，每
个县(市、区)至少建成一处县级公益
性绿色殡葬设施，每个乡镇至少建成
2-3处乡级或村级公益性绿色殡葬设
施。此外，在菏泽、临沂等地开展农
村散埋乱葬治理试点。

K62、K79路等公交线路开通“爱情”专线车
千佛山相亲大会即将来临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董斌 孙善亮

生活日报3月31日讯 备受济
南市民瞩目的第十四届三月三千
佛山相亲大会将于4月3日至8日举
行。为方便市民去往千佛山相亲
会，相亲会期间K62、K79路开通

“爱情”专线车，助力上山寻缘。

“爱情”专线车分别由省立医
院东院区和盖家沟发往千佛山，主
要服务相亲客流集中的千佛山站
点，连接了友谊苑小区、姚家庄、盖
家沟、石桥、花园庄等多个居民区，
途经新世纪电影城、鲁信影城、家
乐福等多个电影院、商圈和公园。
同时，与“爱情”专线车接驳的K16
路和K31路也会增加班次投入。

3月31日济南艳阳高照，室外清爽宜人。济南大明湖畔桃花、连翘花、百合花
等鲜花盛开，市民徜徉在暖阳中。 记者 左庆 摄影报道春光宜人

第34届山东省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决赛拉开帷幕

3月30日，第34届山东省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在
潍坊第四中学拉开帷幕。来自
全省16个市的468名青少年、
50名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工
作者等500余人参加了开幕
式。今年大赛共收到全省市级
创新大赛选拔推荐的1468项
创新项目和作品，经过专家初
评，共有283项青少年科技创
新成果、50项辅导员科技创新
成果、103幅少年儿童科学幻
想绘画、66件青少年科学影像
作品入围决赛。 记者
郭春雨 通讯员 王晨

莱芜·全国第四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
会徽吉祥物主口号出炉！

3月29日上午，莱芜·全国第四届
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新闻发布会
在莱芜宾馆举行。发布会现场公布了
标志、口号、吉祥物等活动信息。

记者了解到，经过开会研讨、多
轮筛选和进一步审核，组委会最终确
定“战小健”“鼓小康”两个卡通形象
为大赛吉祥物；并确定了“万步有约，
一起‘莱’”主口号和大赛会徽。

据了解，莱芜区自2017年开始
连续两届参加全国“万步有约”健
走激励大赛，连续两年获得全国健
走示范城市，全省健走总成绩第一
名的优异成绩。莱芜区经过角逐，

成功从临渭区手中接过主办城市
接力棒，成为2019年第四届大赛主
办城市。莱芜作为第四届“万步有
约”健走激励大赛主办城市确定的
重要内容，是将“百千万工程”与

“万步有约”大赛宣传紧密融合，极
大提升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知晓率、
参与度。

本次大赛设5个分赛区和一个
主赛区，4月7日至9日，将在莱芜当
地5个分会场，举行健步走启动仪
式，4月13日，在莱芜雪野湖主会场
举行开幕式。目前，开幕式暨总启
动仪式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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