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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N
日照今年将打造40项农业项目

投资845万修整桃花岛
本报4月1日讯 (记者 张

永斌 ) 日照市人民政府日前
公布《2013年全市农业重点项
目重点工程》，今年将“打造”
40项农业重点工程，其中将投
资845万元整治修复桃花岛。

记者注意到，这些农业重
点 项 目 重 点 工 程 不 少 涉 及

“海”，体现了日照的沿海城市
特色。如重点海域海岸带整治
修复项目，投资2252万元，其中
国家投资1500万元，建设期限

两年。2013年度计划完成水运
基地、大泉沟渔港、张家台渔
港、桃花岛渔港和任家台渔港
港池清淤和废弃物清理整治
工作。

桃花岛整治修复保护项
目投资845万元，其中省级投资
5 9 5万元，综合整治桃花岛岸
线、拆除废旧养殖池、修建岛
上淡水蓄水池并对海岛植被
进行移植修复。

惠海富渔工程投资 5 8 3 3

万元，其中争取省级投资1650

万元，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增殖
放流，放流牙鲆、中国对虾、日
本对虾、梭子蟹、黑鲷、金乌
贼、解放眉足蟹等 2亿苗种单
位。

300吨级渔政船项目投资
2562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192

万元，建造一艘 3 0 0吨级渔政
船，船长55米，型宽7 . 8米，型深
3 . 85米，设计航速20节，续航力
2000海里。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100吨
级渔政船建造项目投资800万
元，其中省以上补助400万元，
建造一艘100吨级渔政执法船，
船体长34 . 875米、型宽5 . 84米、
型深3 . 016米、设计航速25节，
满足近海航区要求。

此外，从确定的40项农业
重点项目重点工程来看，水利
项目和工程共占 7项，年内计
划完成总投资14余亿元。

东港区日照街道中心小学“书香家庭”表彰暨读
书节日前举办。“书香家庭”旨在引导家长拿出适量时
间陪孩子一起读书交流，形成良好的家庭读书氛围。
图为一位小学生展示获奖证书。

本报通讯员 张守磊 摄影报道

书香
家庭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司路清 通
讯员 张强) 记者自东港区消费者协
会了解到，3月份的消费投诉分析数据
显示，房屋买卖中涉及房产中介方面
的投诉比较集中，数量位居受理的各
类消费投诉前列。

“今年二手房的交易增加，导致涉
及房屋中介的消费投诉也较去年相对
增加。”东港区消协一工作人员说，“受
理投诉主要表现在中介公司在售楼时
违规操作，消费者忽略合同条款内容，
盲目签字产生损失。消费者轻信中介
公司的口头承诺，事后抵赖不给兑现
等。”

据了解，在接到的投诉中就有中
介公司隐瞒房屋真实的成交价，以高
价出售赚取差价。还有一些中介机构
通过玩文字游戏与消费者签订不平等
的格式合同条款，带有明显的偏袒性，
甚至是欺诈性。从消费者和中介公司
签订的服务合同看，大部分中介协议
都是中介公司事先拟好的协议文本，
这些协议不同程度地存在当事人双方
权利义务不均等的问题。公司业务员
在签订合同时对消费者的口头承诺常
常无法兑现等。

东港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
择房屋中介公司时要提高自我保护意
识，一要注意查看其有无工商部门核
发的营业执照、有无市房屋、土地管理
局核发的资质证书；二要看其是否有
一定规模的固定经营场所、社会信誉
度是否高；三要立字为据，缴纳给中介
公司的各项费用需在合同中体现；四
要实地对所购买的房屋进行查看，保
留好购房时的相关资料。

“如果发现上当受骗，可拨12315投
诉举报电话投诉。”该工作人员说。

本报4月1日讯 (记者 张永斌 )
2013年度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人才发
展项目申报日前结束，日照市共有9个
项目获得省级资助，资助金额共95万
元。

据了解，此次日照市共申报人才
发展项目18个，经省厅评审论证，共有
山东双港活塞有限公司“铝活塞用高
性能低成本含硼铸铁耐磨镶圈材料”
等9个项目获得省资助，资助金额95万
元。其中山东双港活塞有限公司提报
的项目获得省人社厅重点资助，资助
金额20万元。

据介绍，通过实施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人才发展项目申报工作，将会
推动日照市企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急
需人才工作，也会增强单位高科技产
品研发力量，提高各项目单位科研工
作水平。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张永斌 通
讯员 杨秀名 ) 日照市科协日前制
定出台了《企业科学技术协会组织通
则》，以进一步发挥企业科协在促进企
业自主创新、加快建设海洋特色新型
城市中的重要作用。

《通则》中指出企业科协是科协的
基层组织，是企业党政联系科技工作
者的桥梁和纽带，是推动企业科技进
步和创新的重要力量。

据介绍，企业科协的主要任务包
含围绕企业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组
织科技工作者开展“讲理想、比贡献”
竞赛活动；开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
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普及活动；开展学
术和技术交流、技术培训、科技咨询活
动。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李玉涛 通讯
员 厉文平) 记者从日照市城建档案馆
获悉，日照城区地下管线再添百余公里，目
前各类管线总长度达到了421公里。

近日，日照市城建档案管理处集中对
2010年至2012年的管线工程进行跟踪核
查，及时更新至全市综合地下管线信息管
理系统。

截至目前，已收到供水、排水、路灯、供
电和热力等各类综合管线数据信息107 . 28

公里，涉及上海路、兰州路、正阳路、艳阳
路、北海路等二十余处路段，数据经系统入
库检查合格后更新至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
统数据库。目前，系统已累计更新各类管线
总长度421公里。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张萍) 记者了
解到，2013年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开幕
式暨“五征杯”全国登山比赛将于4月7日在
五莲山旅游风景区举行。

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是由国家体
育总局创立的一项赛事，自2002年以来，已
连续举办了11届，每年都有10多个省市参
与，近百万群众参加。今年是第12届，共设
18站赛事。五莲山是首届全国登山比赛的
承办地，并先后于2011年5月、2012年6月成
功举办了两次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的
分站活动，被中国登山协会确定为山东省
首个“山地户外运动训练基地”。

据悉，本次登山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登
山运动管理中心、山东省体育局和日照市人
民政府主办，五莲县人民政府和日照市体育
局承办，五莲县旅游和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局、五莲山风景区管委和山东五征集团共同
协办，主题是“美丽中国 健康你我”。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李玉涛) 本周
末，莒县春季车展即将在莒县文心广场开
幕，为期两天。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车商
已经确定参展车型，并将有大幅优惠。

“我们这次有5个品牌参展，分别是奔
腾、荣威、瑞麒、马自达、北京现代。”1日下
午，日照盛和集团市场部郑经理说。

据了解，本次莒县春季车展将有20余
个品牌的百余车型参展，包括东风日产、
华晨中华、上海大众、雪佛兰、东风标致、
东风悦达起亚、北京现代等主流车型。

“莒县的市场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这
次就押宝在莒县了。”郑经理说，本次车展，
集团参展的5个车型都将有大幅优惠，不但

有限量版的特价车，还有纪念版轿车。
“这次车展正好是清明假期，客流量

应该不小，而且莒县文心广场的位置很
好，平时人流量就大。“市区一家4S店的市
场部经理说。

日照远通大发华晨中华4S店王经理
说，本次莒县车展他们将有4款车型参展，
各车型都有较大优惠。“莒县的市场空间
非常大，占整个日照市场的很大部分，我
们这次的优惠幅度几乎达到了历史最高
水平。”他说。

记者从车展组委会获悉，本次车展现
场也将设置本报三月三相亲会报名点，方
便莒县单身人士报名。

百余款车型将参加莒县车展
现场有本报三月三相亲会报名点，方便单身人士寻真爱

3月份消费投诉

房产中介比重大

9个蓝色人才引进项目

获得省级资助95万元

日照地下管线

又增百余公里

全国群众登山大会

下月五莲山开幕

本报讯(通讯员 左兆迎) 据了解，2013

年4月中旬的全国舞毒蛾检查业务培训会议
定在日照举行。

近日，中检集团2012年舞毒蛾检查工作
会议在广西南宁顺利召开，来自集团下属公
司的7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山东公司高度重视舞毒蛾检查业务，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斐然，2012年
舞毒蛾检查船舶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全年
无工作质量事故发生，一举荣获集团检验公
司颁发的“2012度船舶亚洲型舞毒蛾检查模
范创优争先奖”。

会议上，日照检验认证公司副总经理王
以宪代表中检山东公司做了题为“加强沟
通，加大宣传，使业务更上一层楼”的业务汇
报，受到集团检验公司的高度评价。

据了解，舞毒蛾为森林和果树的一大害
虫。雌蛾粗壮，白色，有Z字形斑纹，不善飞行。
雄蛾较小，色暗，善飞行。每年7月产卵，雌蛾
用腹端毛束覆盖卵块，翌年春季孵化。舞毒蛾
食量大，几周内可把一棵树的树叶吃光。

全国舞毒蛾检查

培训会将在日照举行

企业科技协会

有了组织通则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司路清) 本报

“清明寄哀思”征稿活动自3月27日开始，
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章如潮水般涌来，短
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本报收到各地数十
篇投稿，其中省外的有来自贵州、江苏、
河南、深圳等地的，省内的有来自济南、
日照等地的。

常言道“母爱如水”，莒县的宋先生描
述母亲时写到“母亲和天下千千万万的母
亲一样，善良，朴实，忍辱负重，逆来顺受，
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扮演
着一个称职母亲的角色”。母亲的去世，使
宋先生明白了“不要相信来日方长，不要忘
了时间的残酷，不要忘了人生的短暂，更不
要忘了人世间还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

在日照港工作的张先生在来稿中讲述
的是为了救两个落水顽童而溺亡的四叔，

“四叔被人从浑浊的水洼里打捞出来后，善
良的人们还指望能把他救活。就把他的身子
俯搭在我爷爷的驴子背上，想把他腹里的水
控出来。我爷爷牵着驴子走了一圈又一圈，
最后四叔的身子吧嗒一下掉在地上，我以为
四叔活了。四叔是活了，活在了村里每个人
的心中”。

本次征文主题为“清明寄哀思”，追思
对象为已经逝去的亲人、朋友、同事等，具
体题目自拟。既可以写一首诗，也可以写一
篇散文，还可以写曾经与他们一起经历的
故事。另外，您也可以发布百字左右祭奠故
人的微博@齐鲁晚报今日日照。

征稿时间为3月27日至4月2日 ,投稿请
发电子邮箱qlwbjrrz@163 .com。您也可以邮
寄至烟台路丽城花园沿街19号楼一楼齐鲁
晚报《今日日照》新闻部(邮编:276826)。

全国各地读者讲述人间真情
本报“清明寄哀思”征稿已收到几十篇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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