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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0月 8日讯 (记者
张园园 通讯员 杨振

坤 闫德泉 ) 近日，第十
五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在
山东菏泽成功举办，“东营
馆”展台设计新颖，林业特
色展品琳琅满目、精美绝
伦，充分展现出东营市林产
品超强的竞争力，八方客商
纷至沓来，一笔笔订单接踵
而至。

据介绍，此次林交会期

间，东营市林业行政主管部
门与东方花卉、润金农林、
方圆实业等二十几家林业
龙头企业积极推介东营林
业，组织招商洽谈，并与济
南大鹏农业、齐力数控机
械、幽兰苗木等十几家省内
外大型林业企业进行了招
商洽谈，达成了一批合作意
向。

本届林交会东营市林
业行政主管部门积极筹备，

精心布展。20余家林业企业
踊跃报名参展，精心征集了
孔雀羽工艺品、红木雕刻、
土鸡蛋、苹果、梨、冬枣、红
木家具、特色花卉等1 0 0余
件参展商品，并有20个特色
展品竞争角逐林交会奖杯。
最终，获得18个大奖，其中：
林交会金奖14个、银奖4个，
东营市林业局荣获第十五
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优秀
组织奖和优秀设计奖。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郭小雨) 近日，全市抗

灾救灾工作调度会议召
开，总结调度全市抗灾救
灾工作，安排部署下一步
工作任务。

会议中强调，当前工
作重点是加快受损房屋修
复重建，各县区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分类开展修缮、
重建，明确完成时限，确保
工程质量，尤其是对建档
立卡贫困户、老弱病残户，
逐户落实重建措施，帮助
完成房屋重建；同时，及时
落实救助资金，调拨棉衣、
棉被、毛毯等物资，帮助解
决临时住所。

其次，加快水利设施
恢复重建。重点实施41项水
毁修复工程和9项灾后薄弱
环节治理工程，确保明年
汛期到来前完成。加快交
通基础设施修复重建。交
通运输部门要及时督促各
县区制定2019年道路大修

改造计划，进一步改善农
村公路通行保障条件。加
快设施农业和种植业恢复
生产及灾后重建。

当前正值“三秋”生产
关键时期，各县区和农业
部门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秋
收秋种工作，保障农资供
应，加强市场监管，切实搞
好技术服务、机械作业、督
导检查、数据调度等工作。
加快养殖业恢复重建。全
市28处未修复的养殖场户
圈舍，10月底前全部完成修
复工作。加快中心城区市
政设施恢复重建。对东城19
处直排口按照“雨水就近
入河”的理念，制定恢复改
造意见，抓紧组织实施。

会议要求提高规划水
平、建立工作台账、加快工
程进度、确保工程质量，真
正打造成民心工程、百年
工程。要及时发放救灾资
金，加快保险理赔工作，确
保重建工作有序有效展开。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解岩) 日前，“星耀黄河

口”东营市第二届群文之
星才艺大赛颁奖晚会在新
世纪广场西侧举行，比赛
评选出了各类别的金奖、
银奖、铜奖和优秀奖，并设
优秀组织奖。

“群文之星”才艺大赛
是东营市文化馆着力打造
的品牌文化活动，每两年
举办一届，包括声乐之星、
器乐之星、舞蹈之星、曲艺
之星，最大范围的涵盖了
群众文化所涉及的内容。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庆
祝建国69华诞，全面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建工作深入开展，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给群众提供
一个锻炼自我、展示自我
的舞台，同时充分利用东
营市文化馆总分馆体系挖
掘群众艺术人才，东营市
文广新局开展了东营市第

二届群文之星才艺大赛活
动。本届大赛由东营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
东营市文化馆、东营市演
艺有限公司、各县区文广
新局、各县区文化馆承办，
且采用各县区不分类别海
选，不用县区承办相应预
赛，市文化馆承办决赛的
方式进行。

大赛经过海选、预赛、
决赛环节，在全市千余名
参赛选手中评选出了“声
乐之星”、“舞蹈之星”、“器
乐之星”、“曲艺之星”。东
营市文化馆再此基础上广
泛组织力量，将参赛优秀
选手和节目进行了加工整
合，琵琶独奏《新编十面埋
伏 》、歌 伴 舞《 又 唱 浏 阳
河》、说鼓书《垦利赞》、男
声独唱《乌兰巴托的夜》等
优秀节目依次上演，颁奖
晚会的精彩呈现令观众们
大饱眼福。

第二届群文之星才艺大赛颁奖晚会举行

精彩节目让观众饱眼福

颁奖晚会现场节目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解岩 摄

“三秋”时期全力做好秋收秋种工作

重点实施水毁修复工程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崔立慧) 近日，东营市法律
援助中心驻为民劳务市场
法律援助工作站暨东营市
法治宣传教育为民工作站
揭牌。今后市司法局将安排
律师每周一、周四到工作站
值班，进行法治宣传、解答
法律咨询、预审法律援助申
请，为农民工获取法律帮助
提供便利。市司法局、市农
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法律援助中心、为民劳务市
场代表、律师及农民工一道
出席了仪式。

为民劳务市场是东营
市最大的一家农民工劳动
力市场，劳动力平均日流量
达3000人次，每年输出量达
1 0 9万人次，是为农民工提
供就业帮助的重要窗口。市
人社局公共就业和人才服
务中心副主任辛雁冰在致
辞中称，在为民劳务市场设
立法律援助暨法治宣传工
作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决不允许让普通
群众打不起官司”重要指示
的体现，也是东营市将要开
展的“真情东营 携手筑
梦”关爱农民工专项行动中
劳动权益维护“安心”行动
的重要内容之一。

市司法局作为东营市
农 民 工 联 席 会 议 成 员 单
位，肩负着普法宣传、提供
法律援助维护农民工合法
权益的重担。市司法局副调
研员韩辉在致辞中指出，市
司法局将不断加大法治宣
传教育力度，进一步畅通农
民工法律援助申请渠道，为
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开辟

“绿色通道”，对涉及农民工
讨薪、工伤赔偿等案件，一
律免于经济困难条件审查，
优先受理、优先指派。“今后
我们将安排律师定期(每周
一、周四)到工作站值班，进

行法治宣传、解答法律咨
询、预审法律援助申请，为
农民工获取法律帮助提供
便利”。

这也是司法行政机关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
前移的重要体现，由原来的
法律援助中心为被欠薪或
请求工伤保险待遇的农民
工提供援助的被动工作模
式，转为事前开展法律知识
宣传、诉前从专业角度进行
沟通协调、事中指导农民工
如何维权的主动工作模式，
从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切
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让农民工打官司更有保障
为民劳务市场有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每周一、周四将有律师值班

揭牌仪式。 本报记者 崔立慧 摄

东营在第十五届中国林交会上获18个大奖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段学虎 ) 刚刚过完了阳光
明媚、温暖宜人的国庆长假，
降温天气就如同上班族重新
上班的心情一样，说来就来
了。据气象部门消息，受冷空
气影响，东营将迎来一股明
显的降温天气，本周东营最
低气温将维持在10℃以下的
水平，预计周末气温才将出
现缓慢回升。

10月份东营正式迎来了
深秋时节。细心的市民可能
会发现，国庆假期里还是绿
油油的白蜡树，一夜之间，开
始有了越来越多的黄色。8
日，伴随着寒露的到来，预示
着秋天已经只剩尾巴了。“早
晚穿厚衣服，中午又得穿单
衣，真是个麻烦事儿。”市民
小孙告诉记者。

8日中午还是艳阳高照，
到了傍晚，天空已经开始阴
郁起来，据气象部门工作人

员介绍，虽然明显的降雨可
能比较少，但本次变天将给
东营人带来实实在在的降
温。“9日清晨可能有零星雷
雨，但之后带来的气温下降
和降水量相比，绝对是重量
级。”本轮降温将为东营带来
4—6℃的降温，“明显的是最
低气温的变化，预计接下来，
东营最低气温将低至8℃上
下，甚至更低。最高气温也将
下降到20℃以下。”

据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本轮降温将在周中迎来
低温值，之后气温缓慢回升，

“不过，气温下降在未来将常
态化，毕竟还有1个月的时
间，东营的供暖季就来了”。

具体的天气预报为，10
月8日夜间至10月9日白天：
多云间阴，后半夜到清晨有
雷雨或阵雨，东北风3～4级
转西北风4～5级阵风7级，各
沿海海区5～6级增强为7～8

级，各县区天气预报，东营12
～18℃；利津11～18℃；河口
12～17℃；广饶10～19℃；垦
利12～18℃；北部沿海海区14
～16℃；东部沿海海区14～
16℃。

10月9日夜间至10月10日
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4
级阵风5级，各沿海海区6～7
级，各县区天气预报，东营8
～17℃；利津8～17℃；河口8
～16℃；广饶6～17℃；垦利8
～17℃；北部沿海海区10～
1 4℃；东部沿海海区 1 0～
15℃。

10月10日夜间至10月11
日白天：晴转多云，西北风转
北风3～4级，各沿海海区5～
6级，各县区天气预报，东营8
～18℃；利津7～18℃；河口8
～18℃；广饶5～18℃；垦利8
～18℃；北部沿海海区10～
1 6℃；东部沿海海区 1 0～
17℃。

降温来袭，温度跌到个位数
周末气温有望小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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