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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局部大
雨，南风3～4级雷雨时阵风8级，
最高气温28℃，最低气温25℃。

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
雨，南风3～4级雷雨时
阵风8级，25℃～28℃。

阴有阵中雨或雷雨，南风
3～4级，24℃～28℃。

第一次低潮在3:29，潮高1.15米；

第一次高潮在9:07，潮高4.60米；

第二次低潮在16:08，潮高1.50米；

第二次高潮在21:28，潮高4.00米。

16日滨海浪高
0.6米，浪向南，水温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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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尹彦
鑫 报道

本报7月15日讯 青岛市齐鲁
医院门前合肥路东向西路段车流拥
堵，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尤其是
高峰时段，去齐鲁医院候诊的车辆
占据合肥路东向西两个车道。为有
效缓解齐鲁医院门前通行压力，合
肥路北侧人行道与齐鲁医院围墙间
绿化带改建成一条两车道的入院专
用道路，以便候诊车辆有序进入医
院。此外，合肥路与劲松五路路口西
侧的公交车站也将移至医院西侧过
街天桥下，保证市民上下公交车的
安全。据记者了解，该路段工程将于
下周一竣工。

齐鲁医院门前有望解堵
绿化带变入院专用车道，预计明天竣工

□半岛全媒体记者 丁霞 报道
本报7月15日讯 15日上午，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中学分校揭牌仪
式在分校所在地青岛美欧学校举
行，分校成立后，将有效缓解城阳城
区初中就学压力。据了解，分校校
长、任课教师由城阳区实验中学进
行选派；分校在实施教育教学、组织
教科研活动、进行教育教学评价及
考试等方面均与城阳区实验中学同
步实施，城阳区实验中学对分校所
有学生开放实验室、图书馆等场所，
分校学生参与实验中学所有主题活
动；实行小班化教学，每班40人；分
校开设早晚自习，早、晚自习配备专
门教师进行辅导；分校为学生提供
宿舍，学生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走
读和住校。

□半岛全媒体记者 栾英杰 报道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15日

获悉，青岛高新区教育系统现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第二批聘用制教
师25人，应聘人员年龄应在35周
岁以下（1981年7月14日以后出
生），报名时间截止到7月23日
16：00。
本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进行，应聘人员登录“红岛经济区
（高新区）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
名。按要求如实填写、提交个人信
息资料，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据
悉，应聘人员应具有全日制普通

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具有
学士及以上学位。在职中小学教
师应聘，须经县以上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同意；定向、委培毕业生报
考，须征得定向、委培单位同意；
曾受过刑事处罚和曾被开除公职
的人员、在读全日制普通高校非
应届毕业生、现役军人以及法律
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
人员不得应聘，在读全日制普通
高校非应届毕业生不能用已取得
的学历学位作为条件应聘。应聘
人员不能报考与本人有应回避亲
属关系的岗位。

城阳实验中学分校成立

□半岛全媒体记者 栾英杰 报道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15日获

悉，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药学院“大
沽河生态农业调研”实践团胶州小
分队赴胶州市居民区、小高村农业
生态园及实验基地科技示范园进行
相关调研。队员们参观了实验基地
中的大棚种植技术，大棚顶部是类
似于波浪形的构造，棚沿与雨水收
集槽相连，最终流入大棚内部储蓄
池，便于水资源重复利用。大棚东侧
放置温度湿度测试一体仪，实时检
测大棚内的温度、湿度，方便农户根
据棚内数据变化。

青农大学生调研大沽河

高新区招聘第二批25名聘用制教师
年龄35周岁以下，报名截止到23日

□半岛全媒体记者 马正拓 报道
本报7月15日讯 7月15日

上午，由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办，国
内多家净水器品牌参与的第三届
净水器消费教育科普公益活动在
青岛举行。
活动现场通过小实验指导市

民做出用水选择。据介绍，不少市
民都觉得纯净水干净卫生，这其
实是个“误区”。活动现场实验结

果显示：纯净水呈弱酸性，几乎不
含任何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第
三军医大学教授舒为群表示，长
期饮用过度处理后不含矿物质的
水，不仅增加人和动物心血管疾
病的发生风险，同时还会增加机
体的代谢性酸负荷，驱使机体动
员骨钙入血以维持血液酸碱稳
态，长期如此将加大骨质疏松发
生风险。

警惕纯净水“误区”，常饮其实不靠谱

青岛市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2017/7/15单位：元/500克

品名 批发价格 品名 批发价格 品名 批发价格 品名 批发价格

白条肉 10 .10 鼓眼鱼 25 .00 大葱 1 .20 小白菜 2 .00

猪后肘 10 .50 大头鱼 18 .00 圆葱 0 .60 山药 5 .00

猪前肘 10 .50 鲅鱼 28 .00 蒜薹 2 .30 茼蒿 5 .50

猪大排 11 .50 舌头鱼 20 .00 土豆 0 .65 西兰花 3 .30

精猪肉 11 .50 蛏子 16 .00 大蒜 3 .30 香菜 4 .00

猪肋排 14 .00 毛蛤蜊 13 .00 豆角 1 .50 菠菜 4 .00

五花肉 14 .00 扇贝 7 .00 芹菜 1 .30 香菇 6 .00

牛肉 29 .00 养殖虾 28 .00 油菜 1 .80 冬瓜 0 .60

羊肉 30 .00 墨鱼 23 .00 油麦菜 2 .30 尖椒 1 .50

黑头鱼 28 .00 海螺 16 .00 大头菜 0 .80 富士苹果 2 .50

刀鱼 25 .00 琵琶虾 34 .00 芸豆 2 .50 毛桃 1 .30

高眼鲽 25 .00 文蛤 8 .00 茄子 1 .20 香蕉 1 .80

马面鱼 20 .00 蛤蜊 6 .00 青椒 1 .40 西瓜 0 .60

偏口 25 .00 鱿鱼 17 .00 西红柿 1 .50 榴莲 14 .00

白鳞鱼 25 .00 八带 25 .00 黄瓜 1 .70 丰水梨 1 .70

养殖牙片鱼 26 .00 海蛎子 6 .50 生菜 3 .10 哈密瓜 1 .20

加吉鱼 25 .00 蚬 15 .00 菜花 2 .50 甜瓜 1 .80

鲳鱼 95 .00 比管 22 .00 韭菜 1 .50 油桃 1 .80

养殖鲈鱼 13 .00 大白菜 0 .85 南瓜 1 .50 芒果 6 .00

美国红鱼 12 .00 青萝卜 1 .00 藕 3 .00 巨峰葡萄 5 .50

黄花鱼 20 .00 胡萝卜 1 .30 蘑菇 3 .00 火龙果 4 .50

鳐鱼 18 .00 白萝卜 0 .80 茭瓜 1 .10 荔枝 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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