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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市区最低温-8℃
省城或将迎来2006年以来最冷元旦

◎维权
元旦期间，济南市12315申诉

举报指挥中心实行人工值守时间
至晚8时，市民在消费领域遇到任
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15进行
咨询和投诉。 (记者 李萌博

通讯员 王冰 杨英俊)

◎展馆
济南战役纪念馆日前公布

2011年免费开放管理服务有关事
宜：今天起，实行“免费不免票，提
前预约制”参观。每周二、三、五、
六、日开馆，上午9：00-11：00，下午
1：30-4：00。预约形式有电话预约
和现场预约两种，现场预约，即凭
本人有效证件到领票处预约领票；
电话预约可拨打0531-82030610、
82060618、82030612。(记者 郭学
军 通讯员 孙继凤)

2011年1月1日至3日期间，省
科技馆将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
动。在此期间，南区临展厅举办元
旦公益科普展览，该展览将免费向
公众开放。 (记者 卢玉林)

◎游园
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2月28

日期间，济南植物园将实行门票半
价优惠游园。届时将会有诸多参与
性互动趣味活动呈现给游客。

(记者 薛良诚)
四门塔景区将在2011年1月1

日至2月1日推出“优惠月迎新春”
活动。届时济南市民一家三口，买
一张票就可游览景区。

(记者 丁捷)

◎出行
元旦假期期间，途经泉城广场

的济南公交123路将在原有营运班
次的基础上增加10%的班次，满足
乘客出行需求。同时，为方便东部
学生出行，专门开通了136路学生
专线车，将公交车开进校园。
(记者 赵文竹 通讯员 李媛)

元旦前夕，济南长途客运中心
站迎来首个客流小高峰，学生流、
返乡客流明显增多，目的地主要集
中在北京、上海、扬州、武汉、杭州、
南京、青岛、烟台、威海、临沂、邹
平、新泰、新汶、济宁、滕州、济阳等
地以及菏泽、定陶、曹县、单县、巨
野等鲁西南地区。(记者 万兵兵

通讯员 李方一男)
2010年，济南国际机场旅客吞

吐量再创新高。全年共服务进出港
旅客689 . 9万人次，比上年净增100

余万人次，同比增长17 . 9%，据悉，
这是第二次年净增旅客吞吐量超
过100万人次。(记者 万兵兵 通
讯员 田旭)

◎招考
来自清华大学招生部门的信息，

该校2011年自主招生的初审工作已
经启动。据了解，选报清华大学等7校
自主招生选拔时，A、B两个志愿将不
分先后、平行初审。 (记者 尹玉涛)

北京大学的“中学校长推荐制”
令人关注，而中国传媒大学2011年也
将尝试“推荐制”，不仅有中学校长推
荐，还将有专家推荐，包括高级记者、
高级编辑在内，传媒业等相关行业具
有正高职称的专家也可向该校推荐
优秀学生，该校希望借此选拔拔尖创
新人才。 (记者 尹玉涛)

2011年，南京工业大学将在田径、
篮球、棒球、垒球4个项目上招收高水
平运动员。招生计划将占到该校本科
招生计划总数的1%。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1年2月28日。 (记者 尹玉涛)

2011年，中国海洋大学将面向
全国招收38名艺术特长生，报名学
生除具有突出的艺术特长且符合
学校招生项目及要求外，还要参加
201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
生考试，预计高考总分能超过当地
重点本科线。 (记者 尹玉涛)

在凛冽的寒风中，时间跨进了2011年的大
门。根据济南市气象台的预报，2011年1月1日至
3日，省城气温依旧比较低，其中元旦当天的气
温有可能是2006年以来的最低。

2010年年末，受一股强冷空气影响，省城天
气“干冷”，虽然天气晴好，但是阵阵北风还是让
人们感觉到了隆冬的威力。根据监测，2010年的
最后一天，省城早晨七八点钟的最低气温降到
了-8 . 9℃，下午3点的最高气温也仅有-2 . 4℃。

省城注定要在冰点以下迎来新年。根据预
报，2010年12月31日夜间到2011年1月1日天气
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济阳、商河-11℃左

右，市区、高新区及其他县（市）区-8℃左右，白
天最高气温全市一般在0℃左右。“如果元旦当
天济南的最低气温达到-8℃，这无疑是2006年
以来最冷的一个元旦。”济南市气象台的预报员
告诉记者，省城历年气温以龟山气象观测站的
记录为准，对比过去，2011年元旦的气温可能是
自2006年以来的最低气温。

元旦假期的后两天气温也比较低。具体来看，
2011年1月2日晴转多云，北风2～3级，最低气温济阳、
商河-10℃左右，市区、高新区及其他县（市）区-7℃左
右，最高气温全市一般在1℃左右。3日阴转多云，北
风2～3级，市区气温-6℃～0℃。 （记者 王红妮）

初中小学寒假4周
普通高中寒假3周
中小学2011年寒暑假时间敲定

昨天，山东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2011年中
小学假期时间安排等工作的通知》，对我省中小
学放假时间作了明确规定。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寒假时间为4周，暑假时
间为8周，具体时限由各市教育局统一规定，并
报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备案。普通高中寒假时间
为3周，暑假时间为7周，全省统一规定普通高中
假期，寒假（按照农历计）为2010年腊月廿四至
2011年正月十六，暑假（按照公历计）为2011年7
月11日至9月1日。寒暑假期不包括学校集体组
织的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时间。开学时间如遇
周六或周日，则相应推延2天或1天。普通高中寒
假只能在正月十六报到或直接开学，不得提前

安排学生到校；暑假开学前可安排一天时间报
到。另外，2011年中小学公共节假日安排要按照
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规定执行，教育厅不再进
行调整。各地如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须报教
育厅审批。

教育厅强调，各地和中小学校以全省统一
规划使用的《寒暑假生活指导》为抓手，为学生
提供系统科学的假期生活指导。除此以外，各地
和中小学校不得再布置学科知识复习巩固类书
面作业。高度重视滑冰游泳溺水事故防范，教育
学生寒假不擅自到结冰的江、河、池塘、水库上
行走或滑冰。

（记者 卢玉林）

◎贺年会
2011年1月1日，“2011好客山东

贺年会”狂欢盛宴将以济南为主会场
在全省17市同时启动。本届贺年会将
于2011年1月1日至2月17日(正月十
五)举行。济南版“2011年好客山东贺
年会”将继续突出泉城文化特色，整
合各类消费资源，重点打造“贺年
礼”、“贺年宴”、“贺年乐”、“贺年游”
和“贺年福”五大年货产品。

(记者 薛良诚)

◎阅读
《读者》将于2011年1月正式“登

台”发行，成为第一本获准在台湾发
行的大陆期刊。 （新华社）

◎活动
2011年，山东大学迎来110周年

华诞。新年第一天，山东大学将向海
内外正式发出公告，宣示110周年校
庆工作全面展开。
（记者 尹玉涛 通讯员 冯刚）

“2010中国城市榜——— 全球网民
推荐的中国旅游城市”网络推荐活
动，济南市累计得票139万多张，摘取
了“全球网民推荐的10佳中国旅游城
市”称号。为了进一步打造“天下泉
城”城市品牌，作为对接活动的“2011

济南城市名片·天下泉城推进年”也
于昨日启动。

(见习记者 李明)
2010年的最后一天，“畅游济南

七十二名泉赢大奖”活动正式截止。
价值15万的乐透大奖将通过“砸蛋”
的方式产生。 （记者 薛良诚）

作为国家旅游局“2011中华文化
游”启动仪式的五个会场之一，曲阜
孔庙将于2011年1月1日10时举办山
东“2011年中华文化游启动仪式”，与
其他会场一起开启“中华文化游”的
大幕。 （记者 薛良诚）

由山东省旅游局和济南市旅游
局等主办，山东旅游职业学院、《旅游
世界》杂志社等承办的“一品景芝杯”
好客山东贺年会济南鲁菜美食节暨
2011鲁菜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昨天在
济南舜和国际酒店举行。会上，还举
行了山东省旅游行业白皮书(《鲁菜
产业发展白皮书》等)的发布仪式。

（记者 薛良诚 通讯员 刘翠霞）

◎政务
省政府决定从2011年1月1日起，

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三个月
的违法违规用地专项整治行动。同
时，在2009年度全国土地卫片执法检
查中，我省实现了“零约谈”“零问责”
的目标。

（记者 崔荣杰）
我省家庭服务业首家慈善工作

站——— 济南阳光大姐慈善工作站昨
日挂牌成立。另外，济南市劳教所也
在当天举行了慈善工作站成立挂牌
仪式。 （记者 郭学军）

◎区域
2010年秋，长清区归德镇种植了

1万多亩菠菜，预计春节前这些菠菜
可供应济南市场。

（记者 沈玉杰 通讯员 马光仁）
2010年12月31日，拆除重建的长

清区归德大桥建成通车。
（记者 沈玉杰 通讯员 马光

仁 李莹）

◎电网
截至2010年12月30日18时03分，

济南电网统调负荷达到382 . 6万千
瓦，比2009年冬季最高负荷366 . 6万
千瓦增长4 . 36％，赶在2011年元旦前
期出现了2010年冬电网负荷第二轮
新高，目前全网设备运行正常。

（记者 万兵兵 通讯员 吕锦绣）
我省2010年用于电网建设的资

金突破200亿元，在山东电网发展史
上这是第一次，超额完成了山东电网

“十一五”建设计划。
（记者 万兵兵 通讯员 候婷）

快读
今天（星期六） 明天（星期日）

晴转多云

北风2～3级

市区-7℃～1℃

后天（星期一）
阴转多云

北风2～3级

市区-6℃～0℃

晴
北风2～3级

市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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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强冷空气影响，我省烟台和威海地区迎
来入冬以来最强降雪，部分地区出现暴雪，文登
降雪量最大达到27 . 4毫米。

昨天下午，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海上大
风黄色预警信号和低温预报。据预报，目前强冷
空气影响已接近尾声，除半岛地区外，其他内陆
地区风力已明显减弱，预计内陆地区的风力将
逐渐减弱，不过2011年1月1日早晨气温仍较低，
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左右，
其他地区-8℃左右。

(记者 王红妮）

2011年1月1日起，济南市区内各急救分中心
急救车将全部配备专（兼）职担架工。经济南市物
价局核准，三层以下（含三层）担架工收费每次20
元，三层以上每层加收4元，使用电梯的按基础价
收费（20元），患者家属自行搬运的不收费。

对于这一政策，不少市民表示疑惑，“急救
车出车已经收费了，为什么担架工还要另外收
费？”济南市急救中心主任刘家良解释说，并不
是每次出车都会收取担架搬运费，调度员接听
电话时会询问是否需要担架工，并视情况决定
派几名担架工。 （记者 高明兴）

第107届换物节将于1月2日上午9点至11点
在解放桥旧址广场举办。本届换物节专设冬季用
品互换专区，需要互换电暖器、电热毯、加湿器等
冬季用品和冬季补品的读者可以携带您的闲置
物品参加换物活动。您家有闲置的乐器、收藏品、
电器、交通工具、健身器械，都可以拿来互换。

地址：历山路和解放路交叉路口西北角。
公交：乘3、5、31、83、K59、K91路公交车到

解放桥站点下车，步行10米就可找到换物场地。
报名热线：96709(全省市话收费)。

(记者 王丽)

记者昨日获悉，济南园博园主展馆和济南
奥体中心“一场三馆”同时荣获中国建筑工程
最高奖项“鲁班奖”。济南园博园从确定地址
到建造完工只用了不到11个月的时间，也创造
了工程建设的“济南速度”。此外，济南奥体
中心“一场三馆”还一举摘得了“詹天佑大
奖”。

（记者 薛良诚）

备受关注的廉租房项目清河新居建设有新
的进展。日前，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发
布公告，就清河新居中水工程设计进行招标。清
河新居项目是济南市又一廉租房小区，位于济
南市历城区北园路23号，建筑面积8 . 3万平方
米，中水占地面积约75平方米。这是位于省城东
部的第二个廉租住房项目。

（记者 崔荣杰）

园博园奥体中心获“鲁班奖” 清河新居开始中水招标

“120”急救车配担架工 换物节假期照常举办

烟威局部降下暴雪省城近6年元旦天气

A 2005年元旦 最低气温-9 . 8℃

B 2006年元旦 最低气温-1 . 3℃

C 2007年元旦 最低气温-2 . 6℃

D 2008年元旦 最低气温-7 . 6℃

E 2009年元旦 最低气温-7 . 9℃

F 2010年元旦 最低气温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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