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外相互支持对内稳定市场

46家企业组成进出口水产协会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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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咨询热线：0633-8816878 13906336655

地址：金阳路10号(市实验小学对面)
技术官方网站：www.xsj6-6 .com
全国咨询热线：400-6677-123

不按摩、非手术、不接触、不反弹。
18周岁以下低视力学生，采用
国际领先“视功能优化训练”
技术，20天-6个月即可实现裸
眼视力

视视力力康康复复中中心心

1 . 0

全国连锁 品质保障

心心视视界界

日照店：海曲西路（个体车站西50米) 0633-2215277

五莲店：金沙西路（个体车站候车厅对过） 13468332211

莒县店：文心西路（长途车站西50米） 13792004077

岚山店：圣岚路（岚山车站对面） 13792038866

无缝 静音中国麻将机十

佳品牌

茶楼棋牌室定

点采购单位

以旧换新 维修麻将机 销售二手麻将机

雀康精品麻将机买相机 大自然
专卖、维修索尼、佳能、尼康、卡西欧、

富士、三星、松下等世界名牌数码相

机、摄像机。
总店：东港区政府对面小可音乐东邻

13256335178 8256898

分店：石臼海滨五路火车站南金街广场南

20米 15908066158 8308688

营养师培训
国家营养师职业资格培训
周日全天正规授课
心理咨询师正在报名中……
电话：8 7 7 3 0 2 2 8 1 1 2 6 2 2

地址：山东体育学院办公楼
一楼1 1 2室

友情提醒：请交易双方查验对方相关的有效手续及证件，本版刊登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声明
噪郭春林罚款单丢失，号码：

371122100556232，特此声明。
噪乔继总罚款单丢失，号码：

371122100432056，特此声明。
噪李国太罚款单丢失，号码：

371122100539059、371122100258578，
特此声明。

诚聘
噪日照关爱医院诚聘：妇产科

医生：2名；外科医生：1名，临床专业
(男医助)：2名；药剂师(士)：2名；护

士：5名；客服咨询员：3名。联系电
话：3696868。

噪日照关爱医院诚聘：网络工
程师2名、司机2名、炊事员1名，联系
电话：3696868。

噪日照市腾达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现招聘会计，要求：1、财务专
业2、有工作经验者专科以上学历，
无工作经验者本科以上学历。电话：
8223070

噪招聘：办公室信息采编员6

名，要求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素质，
团队意识强。有无经验均可，带薪培
训，年龄20—45岁周岁；电话客服人
员4名，善于沟通语言表达能力强；
网站维护人员2名，对电脑程序熟悉

会平面设计。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
双休 公司定期组织 培训、学习、
旅游。双休，无需押金工资发放及
时。电话：15606332790 13206335562

噪山东荣信集团常年面向社会
招收食品加工人员。月收入2000-
4000元，包食宿，要求18-45周岁 .身
体健康，有意者请联系18963336988

噪日照顺新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北京现代)招聘：大客户助
理一名。要求：认真踏实、熟练操作
photo shop、of f i c e办公软件。底薪
1 0 0 0加提成。电话：1 3 8 0 6 3 3 2 2 9 1

陈经理
噪招收铁路乘务员限女性年

龄21岁，电话：2915222、3991005

噪卫检医院诚聘护士，电话：
8323120

噪心视界眼健康中心，现招聘
验光师2名，视光顾问5名，中专以
上学历，幼师、护理专业优先，电
话：13906336655，地址：金阳路10号

（市实验小学对面）。

服务

噪翻新沙发：包各种沙发、皮
沙发清洗、保养，修座软、缝补，
包床、床头、椅套、清洗空调。电
话：13616338486 8213529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化玉
军 通讯员 姜广信 杨保成)

6日，日照市进出口水产行业
协会成立，共有46个水产企业加
入协会。这是日照检疫检验局从
去年至今推动成立的第十个协
会。

据了解，2011年，日照市出口
完成39亿美元，同比增长76 . 7%。
在水产方面，日照市的水产企业
也在近几年的发展中越来越壮
大。“协会成立后，在一些普通产
品的常规检测上，检疫检验局可
以委托给有相关实验室的协会
来处理。”日照检验检疫局一工
作人员说。

另外，协会还可以在一些进
出口方面的知识培训上，减轻检
疫检验部门工作人员的压力。

“协会可以依靠自己的公信力，
经常邀请一些专家开展水产品
质量安全、产品技术标准或市场
开拓等各种专业培训，组织会员
单位之间相互观摩学习。”检疫
检验部门工作人员说，这就让企
业变被动为主动，提升管理水
平。

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申照华被推选为日照市进出
口水产行业第一任会长，据他介
绍，协会的成立可以通过邀请专
家讲解、技术资源共享等方式，

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会员企业的
产品质量。

“会员企业水产品质量提高
有很重要的意义，比如出口日本
的水产品，如果一家企业被查处
质量问题，日照的其他企业也可
能受到一定影响。”检疫检验局
的工作人员说。

“在对外方面，协会可以帮
我们相互支持，加强自我保护，
在会员企业之间，协会还可以调
节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竞
相压价和哄抬价格的不正常行
为。”协会秘书长郭晓华说。

“我们还成立了自己专业网
站。”郭晓华说，这在给会员提供

咨询服务方面提供了很大方便，
一有最新的资讯，企业自己就可
以查找。

“日照水产企业在鱼糜制品
生产量上是全世界第一，在星鳗
鱼加工上，无论是总量还是加工
精密度也是全世界第一的。”郭
晓华说，因此，日照在全国的水
产品进出口和加工方面，是很有
影响力的。

不过，多数企业在进出口方
面，都是单方面和外国企业沟
通。“外国很多企业比较认同通
过行业协会来进行接触，我们这
次成立行业协会，对进一步开拓
国际市场十分有利。”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徐艳) 日
照市特警支队的“反扒小组”又有战
果。1日，一个8人公交盗窃团伙被打
掉。据悉，自特警“打流反扒小组”2月
6日成立以来，已经刑拘了14名小偷。

4月6日，日照市特警支队的民
警告诉记者，最近公交扒窃案件较
多，每月差不多有百余起，给市民的
财产安全造成威胁。针对此情况，日
照市特警支队专门成立了一支由4

人组成的“打流反扒小组”侦查破
案。

3月28日，“打流反扒小组”在侦查
过程中获取线索，有一批扒手流窜到
日照，专门在公交车上扒窃。

通过走访部分受害人，反扒队员
掌握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作案规
律，开始针对扒窃案件高发的公交线
路、站点，进行重点巡逻布控。

4月1日下午4时许，反扒队员乘
坐12路公交车至安泰水晶城站时上
来一男一女，行迹可疑，而且这两人
与前期掌握的嫌疑人体貌特征较为
吻合。于是，反扒队员密切监视两人
动向。

当公交车行至中央绿城站时，
反扒队员发现两人欲趁拥挤之机作

案，就在两人的手刚插进一名乘客
的包里时，反扒队员立即冲上去将
其抓获，然后带回特警支队审查。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吴某和郝
某，今年分别50岁、23岁，都是外地聋
哑人。根据两人的供述，民警又相继
在新市区一宾馆内将该团伙的其余6

人抓获。
经查，这个8人扒窃团伙自3月1

日起陆续流窜到日照，找了两家宾
馆落脚。

考虑到公交车内行窃，警方寻
找证据难，8人便一直以公交车扒窃
为生，多次在6路、10路、12路、18路
等乘客较多的公交车内作案。

反扒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
全部是聋哑人，在审讯方面也是个
难题。抓获当天，民警请了多名聋哑
老师帮忙。

“作案时他们一般是两人一组，
男女搭配，穿着比较时尚的女子负
责行窃，男的掩护。”反扒民警说。

“我们希望有在公交车上丢失
财物的市民能及时报案，以便我们
警方掌握更多的证据。”民警说。

特警公交车上抓现行
八聋哑盗窃者落网

“打流反扒小组”两月已刑拘14人

小叶菜吃得实惠

大葱价格回落
本报见习记者 王超 司路清

8日，在各大超市的蔬菜货
架上记者看到，油菜、苔菜、菠
菜、小白菜的摆放量相比较以前
增加了不少，而且一斤的价格基
本都在两元以内，大葱的价格也
不再冲动，现在菜市场的大葱售
价回落到3元左右一斤。

时令蔬菜受欢迎

“春季是小叶菜生长旺季，
产量高价格又不贵，这段时间销
量十分好。”一名超市营业员说。

据了解，这些叶菜价格便
宜，除了天气原因以外，还有一
个就是运输成本低。“这些青菜
主要由日照市周边的县市供应，
运输成本低。所以价格也不会高
到哪去。吃当季的菜不仅便宜还
更有营养。多吃蔬菜还能补充水
分。”一个蔬菜批发商对记者说。

大葱价格往下冲

除了时令绿叶蔬菜价格走
低以外，前段时间声势迅猛的

“向前葱”也冲不动了，清明节
前，超市内的大葱价格已经回落
到4元一斤左右，而在菜市场，大
葱的价格已经回落到每斤3元左
右。

“大葱价格总算回落了，现
在买葱都是成捆买，前段时间只
能论根买。”一位市民笑着说。

相比较大葱，豆角和芸豆的
价格也下降了不少。“清明节前
一周的价格是10 . 2元一斤，现在
价格是七八元钱左右。”一名菜
贩说。

预计蔬菜价格还要降

从本周物价部门的蔬菜类
市场运行检测情况看，多种蔬菜
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据了
解，近一段时间内日照市地产蔬
菜尤其叶类等蔬菜包括温室蔬
菜的生长非常迅速，市场上蔬菜
的供应量显著增加，多数蔬菜的
价格随之下降。

物价部门预计今后一段时
间内，蔬菜类价格可能将会继续
下降。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赵

玉洁) 8日，记者从日照
市气象局获悉，本周二
全市有一次小雨天气过
程，周三受北方弱冷空
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
市区逐日预报如下：
星期一 ( 9日 )： 晴到多
云，偏南风3～4级，
12～19℃
星期二 (10日)：多云转阴
有 小 雨 ， 南 风 转 北 风 4

级， 9～14℃
星期三 ( 1 1日 )：阴转多
云，偏北风4级，
7～15℃
星期四 (12日)：多云，北
风转南风3～4级，
8～18℃
星期五 ( 1 3日 )：晴到多
云，偏南风3～4级，
10～19℃
星期六 ( 1 4日 )：晴到多
云，西南风4级，
11～21℃
星期日 ( 1 5日 )：晴转多
云，西南风3～4级，
11～23℃

犯罪嫌疑人为了方便在公交车
上作案，准备了大量的1元纸币。

记者 徐艳 摄

预计周三

将有小幅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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