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援建麦盖提两个风景区开园
分别为刀郎乡里和刀郎画乡，标志着文化援疆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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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组织开展
了管理部室人员分批下基层锻炼、服
务活动。让管理人员走出办公室，到
一线火热的生活中接受锻炼，跟随一
线职工工作和学习，体验一线职工的
辛苦。 (张仁强)

7 月 16 日，国网莱西市供
电公司值班室接到一客户报修
电话，迅速派遣抢修人员为其解
决用电故障，并对房屋进行了用
电安全检查和维护，赢得了客户
称赞。 (邢宪蕊)

近日，国家电网山东莱西市供
电公司组织各供电所技术人员进
行配电生产管理培训。培训讲解了
生产管理中的技术方法等知识，确
保配电生产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戴书展)

7 月 16 日，国家电网莱西
市供电公司组织人员走进社区，
借中小学放假在家之际，进行防
外力破坏宣传，引导全社会爱
电、护电，严防电网外力破坏。

(戴书展)

为了规范农村安全用电，
加强农村安全用电管理，自 7

月以来，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
采取多项举措加强农村安全
用电管理，以确保不发生安全
用电事故。 (邢宪蕊)

真情服务赢得客户称赞 开展配电生产管理培训 开展防外力破坏宣传 全面整顿农村安全用电 落实八项规定下基层治理庸懒行为

打破行业瓶颈

海信 VIDAA TV 完成首次在线升级
7 月 17 日上午 9 点，海信正式

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 VIDAA TV

在线升级，这是中国智能电视第一
次大规模的在线升级活动，彻底打
破了传统智能电视“买回家就会过
时”的现状。VIDAA 在线升级将使
前期购买产品的数万名用户直接
受 益 ，实 时 在 线 升 级 也 保 证 了
VIDAA 可以随时将最新的创新成
果与用户分享。

不同于传统智能电视滞后的
上门升级，本次 VIDAA 升级采用
的是 OTA(over the air)在线升级
方式，操作简单，升级速度快，升级
文件比较小，对网络要求不高，用
户只需点击“是否升级”的确认键，

后台就自动就完成升级过程了。
本 次 在 线 升 级 活 动 是

VIDAA 上市三个月后的持续产
品革新，共完成 10 项重大改进升
级。其中最大的改变是新增了 TV

按键与机顶盒的绑定功能，让使
用机顶盒的用户也可以享受“一
键直达”的直播体验；其次是在系
统优化方面，优化了因网络不稳
定导致的视频播放中断问题，一
个细节的改变将带给视频用户流
畅的观看体验。

海信传媒网络公司副总经理
高雄勇谈到：很多传统电视厂商在
快速到来的智能化浪潮中并没有
做好充分准备，智能系统设计采用

“拿来主义”，对底层设计不熟悉，
很难做到在线的更新，让整个产品
系统处于封闭状态。VIDAA TV

在产品系统设计、功能设计、操控
方式等方面取得多达 38 项创新成
果，这些自主创新的底层设计为
VIDAA 实现在线升级打下坚实基
础。今后，海信将对 VIDAA 每季度
进行一次在线升级，让产品永不过
时。

2015 年，智能电视市场占有率
将达 90% 以上，彻底成为客厅的主
宰，而是否具备在线升级的能力，
也将成为智能电视产业竞争的“分
水岭”，“在线”模式正催生海信服
务和商业模式的转变。

本报 7 月 17 日讯(记者 张永斌
通讯员 张国栋 丰杰) 17 日，记

者从日照市援疆办获悉，由日照援建
的麦盖提县“刀郎乡里”和“刀郎画乡”
旅游风景区近日开园。这两个项目是
今年日照重点援疆项目，两个景区的
开园标志着日照市文化产业援疆取得
了新突破。

麦盖提县是中国“刀郎文化”的发
祥地，是中国刀郎木卡姆之乡、中国刀
郎麦西莱甫之乡、中国刀郎农民画之
乡。新一轮援疆以来，日照市确定了以
文化旅游为龙头、打造文化旅游援疆
新亮点的工作思路，将培育发掘刀郎
文化作为打造麦盖提县文化产业的切
入点和突破口，自去年 6 月启动刀郎
文化旅游园项目以来，已开工建设了
刀郎文化旅游园区文化广场、刀郎文
化演艺中心和刀郎文化展览馆。

据了解，刀郎乡里项目位于麦盖
提县央塔克乡，距县城 6 公里，是刀郎
文化的发源地，具有丰富的文化旅游
资源。现有国家级刀郎艺人 2 人，自治
区、地区级刀郎艺人 8 人，先后荣获国
家级奖项 2 个，自治区级 2 个，地区级
4 个，年均在国外演出 60 — 80 场次。

项目以“刀郎木卡姆”资源优势为
依托，积极打造以“品农家饭、观刀郎

木卡姆、游风情园”为一体的旅游特色
景点，预计年游客接待量达到 20 万人
次，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
活水平发挥重要作用。

刀郎画乡项目位于麦盖提县库木
库萨尔乡，距县城 7 公里，规划面积
200 余亩，总投资 1600 万元，一期投资
1000 万元，整个项目分为刀郎特色文
化旅游一条街，刀郎农民画展览、创
作、游客绘画体验区，刀郎歌舞表演、
特色餐饮等刀郎民俗文化感受区；新
建一个刀郎农民画家村。

该项目以刀郎文化为主题，以刀
郎农民画为核心，依托“中国特色文
化乡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文化底蕴，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经
过整体规划，合理布局，打造集文化、
旅游、餐饮、休闲“四位一体”的3A级

“中国刀郎画乡”。项目建成后，将吸
引世界各地的绘画爱好者前来观光
旅游，进一步带动刀郎农民画产业的
发展。

刀郎乡里和刀郎画乡旅游景区的
开园，使麦盖提县文化旅游产业有了
新的载体和内涵，进入了实质性开发
阶段，标志着日照市文化产业援疆工
作有了新亮点、取得了新突破，对优化
受援地产业结构、提升麦盖提县的知
名度和增加各族群众的收入都将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刀郎画乡
农民画展厅。
本报通讯员
巢胜辉 摄

本报 7 月 17 日讯(记者 李清
通讯员 韩超) 17 日，记者从岚山区
工商分局获悉，岚山头街道申报的“日
照刀鱼”“日照黑头鱼”“日照刺参”3

个国家级地理标志成功注册。
据了解，“日照刀鱼”“日照黑头

鱼”和“日照刺参”，生长海域在分别在
毗邻岚山头街道的海州湾和前三岛周
边海域。“日照刀鱼”因其个体较大，肉
肥刺少，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等独特的
品质使其成为广受欢迎的食材；“日照
黑头鱼”具有肉质紧致、鲜美等优秀品
质，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渔业资源
种类之一；“日照刺参”个头大、肉质厚
实有弹性、筋宽厚饱满、活性成分含量
高，作为高端特产深受市场青睐。

为进一步做强品牌产业，打造品
牌名片，岚山头街道，在品牌建设上做

足功课，延伸养殖产业链，打造生态渔
业品牌。该街道围绕稳定捕捞业做文
章，在 67 家加工企业等渔业主导产业
的基础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初步形
成了以永兴、益荣远、华洋、玉鲸为龙
头的水产品加工企业“群体板块”。

岚山头街道还推进前三岛海洋牧
场项目建设，现已发展海水养殖业户
104 家，海水养殖水面达到 18 万亩，其
中前三岛海洋牧场项目养殖水面达到
6000 余亩，现已投放海参 1000 余万头、
鲍鱼 500 余万头；对岚山鲜活水产品
市场提档升级意义重大。

目前，该街道以正在建设的海上
碑公园、多岛海观海园为机遇，着力打
造“海鲜美食一条街”，为休闲观光渔
业快速发展提供基础条件，逐步形成

“山、海、岛、港”的特色滨海旅游产业。

据了解，这三个地理标志商标注
册，能提高相关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
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拓展
发展空间，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
经济效益。

岚山三海产品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
“日照刀鱼”“日照黑头鱼”“日照刺参”市场竞争力将大增

本报 7 月 17 日讯(记者
张永斌 通讯员 匡立强)

日照市人社局将于 7 月 20

日(本周六)在日照人力资源
市场举办全市 2013 年度“大
中专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本次大型招聘会为公益
性招聘会，招聘单位与求职
人员均免费参加。本次招聘
以应往届大中专毕业生为服
务重点，以各类未就业及就
业困难人员、新增劳动力为
服务对象，集中为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提供有针对性的公

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会场预
设 100 个免费展位。

企业报名截止时间为本
周五上午。目前已有日百集
团、山东岚桥工贸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金马工业集团等65

家单位报名参加。招聘单位
涵盖招聘单位涵盖了机械加
工制造、物流管理、化工、餐
饮服务、计算机、电子通信、
建筑、房地产、贸易、管理等
各类行业，国有、民营、合资
等类型的企业都有招聘计
划。

本周六举行大中专

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张永斌) 晚上去看免费红
色电影吧。“红心永向党 相
约中国梦”青少年主题教育
活动之一的红色主题电影展
播将于本周五晚在日照少年
宫广场正式启动。

从 7 月 19 日到 8 月底，
每周的周五、周六晚上，都
将在日照少年宫广场免费
播 放《 英 雄 少 年 》、《 地 道

战》、《地雷战》、《建国大
业》、《建党伟业》等红色影
片。通过观看影片，使青少
年学生在浓郁的红色氛围
中感受革命传统，弘扬中国
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另外，少年宫广场还将
举行“我是红色小歌手”演
唱、“我是红色小小朗诵家”
诗歌朗诵、红色书籍阅读和

“描绘中国梦”绘画活动。

红色主题电影免费展播

本周五在日照少年宫启动

本报 7 月 17 日讯(记者
李玉涛 通讯员 宋阳光)

记者从日照市建管局获
悉，上半年全市建筑业实现
外出施工合同额 65 . 6 亿元，
产值 30 . 2 亿元，同比增长
10%，外出施工人数 9838 人。

今年，日照市建管局通
过“政策扶持、行政鼓励、舆
论引导和服务助推”四轮驱
动，帮助建筑企业“走出去

“大力拓展外埠市场，不断提
高外出施工产值。

该局出台了《全市建筑
业企业外出施工鼓励办法》，

对外出施工企业在资质升
级、队伍培训和工程评优等
方面给予扶持。

还召开了外出施工企业
座谈会，了解全市建筑业企
业外出施工情况，征求建筑
业企业开拓外埠建筑市场的
意见和建议。

该局开通了日照建筑业
外出施工网，方便企业及时
了解外出施工政策和动态、
交流外出施工经验、共享劳
务供求信息提供了平台，帮
助企业及时掌握市场信息，
有的放矢地开拓外埠市场。

上半年日照建筑业
外出施工捞金30 . 2亿元

19 个国家级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分
别为：日照绿茶、莒县绿芦笋、莒县大姜
2 个、莒县丹参、日照蓝莓、日照黑木
耳、日照虾皮、日照黑陶、日照西施舌、
五莲苹果、五莲樱桃、日照金银花、日照
核桃、日照蚕茧、日照烤烟、日照刀鱼、
日照刺参、日照黑头鱼。

国家级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日照目前共有 1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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