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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马自达2013款Mazda6年型

车的瞩目上市，为仲夏时节的车市
再掀波澜。新车型共分三款，分别是
2 . 0L手动型、2 . 0L时尚型和2 . 0L超
豪华型。新款Mazda6年型车在保持

“弯道之王”的驾控基础上，对外观、
科技与内饰上进行了大幅的人性化
升级，亲民的价格让消费者感受到
2013款Mazda6年型车带来的“驾由
新生，值享生活”。Maz d a 6的“新
生”，用户的“心声”

10年的洗礼，打造了Mazda6

在用户心中不可撼动的个性身
姿。与时代共步，与科技同行，新
车型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大大丰

富了人性化配置，2 0 1 3款Mazda6

再展“新生”风范，满足用户“心
声 ”，让 车 主 感 受 到 真 正 的“ 驾
值”：通过多样的经销商店头活
动———“马6带你去遛弯”、“幸福
转弯既见”等一系列活动，让记者
亲身感受到了2013款Mazda6所带
来内外兼修的出色表现： 前杠
两端装配了使用率更高、效果更
明显的全天候LED行车灯；同时
增加双侧后视镜转向灯，这样的
设计使得整车给人一种质感更
强，品质更高的感受。金属拉丝的
运用与内饰色泽的修正，使得全
面升级的Ma z d a 6内饰运动感剧

增，同时也凸显出新款年型车的
国际化风范。科技配置方面，2013

款Mazd a 6将CD下方的控制按键
升级为大尺寸触控屏，倒车时还
能呈现倒车影像。升级的中控台
增加了 I p od、AUX接口以及蓝牙
设备，让娱乐随行。另外，大灯自
动开关，雨感式雨刷和自动空调，
诸多配置的升级大幅提高车主的
驾乘感受。

Mazda6综合价值高 驾驶才
知真“驾值”

Mazda6出色的动力与操控表
现让它被誉为“弯道之王”。高位双
横臂前悬架设计，让我们在高速过

弯时最大限度减小车身侧倾，加之
精准的操控指向性与清晰的路感，
真正达到了“人马合一”的境界；E

型多连杆后悬挂拥有高刚性及高抓
地力，即便采用激进的驾驶方式，也
能防止甩尾情况的出现，始终令
Mazda6在弯中保持最完美的行驶
姿态；配以优异的制动系统、电子式
控制阀、多挡自动变速箱，再将安全
保障系统与宽享舒适氛围融合于一
体，使得整车驾控乐趣360°包围在
2013款Mazda6身上。

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实用主
义，2013款Mazda6的到来，让众多追
求驾驶乐趣、安全行车的客户得偿

所愿，把驾驶乐趣和综合价值合二
为一。与此同时，唤醒了儿时对

“Zoom-Zoom”情节的憧憬，让我们
对于速度、驾控的梦想在Mazda6身
上得以实现。这一切的变化，都让
2013款Mazda6的“驾值“猛增。

2013款Mazda6已经通过自身的
提高回馈了长久对其支持的用户，
同时也将通过更加悉心的服务回馈
全年龄段拥有它的精英车主。一汽
马自达2013款Mazda6是卓越的驾驶
乐趣和超高的综合价值完美结合，
它不断向消费者传达追求卓越的

“驾由新生 值享生活”的核心价
值。

本报10月14日讯 (通讯
员 刘文龙) 10月11日，国
网莱西市供电公司下发了关
于开展电力线路通道专项治
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打响了
莱西市供电区域电力线路通
道治理的攻坚战。

本报10月14日讯(通讯员
邢宪蕊 ) 今年以来，国网莱西
市供电公司在人才培养方面，更
加注重方向性和针对性，加大在
专业管理、工程技术、安全技能
等方面的培训培育力度，为企业
培育更多的优秀专家人才。

本报10月14日讯(通讯员 赵
秀海) 为营造秋季安全良好的生
产环境，10月10日，国网莱西市供
电公司组织供电所工作人员对民
营企业用电设施进行“体检”，实地
走访了解客户用电情况，确保民营
企业用电安全生产。

本报10月14日讯 (通讯员 邢
宪蕊) 面对节能减排的严峻形势，
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积极携手各
大企业实现绿色用电，开展节能课
堂讲授节电知识，帮助企业度身制
定节能减排措施，努力实现供用电
双赢。

本报10月14日讯 (通讯员
赵秀海 ) 1 0月1 1日，国网莱西
市供电公司从服务心态透亮、
注重服务技巧等方面提升服务
水平，“零距离”服务用电客户，
彰显了“国家电网”高度的社会
责任感。

加强线路通道治理 着力培育优秀专家人才 “体检”保民企用电 助力企业实现绿色节能

本报10月14日讯 (通讯员
李晓 记者 张永斌 ) 日照市
十项环保重点工程之一的日照
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工程土建工
作开始收尾，主要工艺设备安装
单位已进驻工地与土建施工单
位进行交接并迅速开始施工。

为确保工艺设备的按期顺
利安装，日照市排水处专门成立
了设备安装部，由分管领导驻点
督导，每日早晚召开设备安装联
络会，协调土建施工单位和设备
安装单位交接与安装事宜，对土
建与设备安装施工单位责任、分
工、协作任务进行明确，确保工
程保质保量按期完成调试运行。

第三污水处理厂

土建工作收尾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张永斌 ) 日照市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是日照市社会科学
界最重要的奖项。日照市第十
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工
作将于近期举行，现开始成果
申报。本次将评出一等奖12项、
二等奖26项、三等奖40项。

据了解，凡日照市在2012

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

间正式出版或在报刊上发表
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专著、译著
或论文；虽未公开发表，但确
有较高学术水平，对实际工作
有重要指导作用，并为市委、
市政府领导批示、推广应用，
已取得重大社会效益的研究
报告、方案、建议以及结项的
日照市社科重点课题等均可
申报参评。

专著(含译著)奖金：一等奖
3000元，二等奖2000元，三等奖
1000元；论文奖金：一等奖2000

元，二等奖1000元，三等奖600元。
申报成果需如实填写《日

照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
表》(一式二份)，经主管部门负
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
与成果原件一并上报(著作类
原件三份，论文类原件一份，

复印件两份)。成果申报截至10

月31日。
各区县申报者可到各区

县委宣传部办公室申报，市区
范围内的申报者可直接到日
照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
室 (日照市北京路1 9 8号市级
机关办公大楼0 2 2 0室 )申报。
申报者可登陆日照政务网下
载评审表。

日日照照海海选选7788项项社社科科优优秀秀成成果果
申报截至10月31日

省体彩第二十二届钓鱼锦标赛在莒县钓鱼基地举行

9900位位专专业业选选手手挥挥杆杆秀秀钓钓鱼鱼技技艺艺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杜光鹏) 10月13日，中国体育
彩票山东省第二十二届钓鱼
锦标赛在莒县钓鱼基地举行。
来自全省的30支代表队共90名
钓鱼选手参加了比赛。

13日上午8时，由山东省
钓鱼协会主办，山东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等单位协办的
中国体育彩票山东省第二十
二届钓鱼锦标赛正式开幕。
在主持人和嘉宾致词后，裁
判代表和运动员代表进行了
比赛宣誓。

本届钓鱼比赛设立团体
奖和个人奖，是我省钓鱼界影
响力大、参与范围广的一项传
统赛事，是进一步推动我省钓

鱼事业发展的高水平比赛。比
赛项目分为手竿钓鲫鱼(计尾
数)、手竿钓混养鱼(计重量)。比
赛分三轮：一轮钓大鲫鱼，一
轮钓小混养鱼，一轮钓大混养
鱼。每轮时间为80分钟。

上午9时，在裁判的一声哨
响后，比赛正式开始。90位钓鱼
运动员在三个鱼池边展开了
激烈的角逐。比赛开始后，钓
鱼运动员展现的高超钓鱼技
术，让围观的观众发出阵阵惊
呼。在混养鱼池，记者见到，在
十分钟内，一位选手钓到了两
条两公斤以上的大草鱼，凭借
这两条大草鱼，这名钓手获得
了钓鱼总重10 . 1公斤的成绩，
为该鱼池的最高成绩。

经过三轮的角逐，下午3

时，比赛圆满结束。据了解，这
是山东省钓鱼协会继108垂钓

高手排位赛之后举行的又一
重要品牌赛事，促进了我省钓
鱼事业的不断壮大。

强化服务培训

选手在紧张地进行钓鱼比赛。 本报记者 杜光鹏 摄

10月11日，2013年日照市中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车类项目
赛，在日照市技师学院举行。来
自全市5所中等职业学校的37名
学生，分别进行了汽车二级维
护、维修基本技能、钣金、涂装
四个竞赛项目的角逐。9名教师
进行了钣金、涂装两个竞赛项
目的比武。

本次大赛由日照市教育
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经
信委共同主办。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影报
道

技技能能比比武武

日照重点文化产业

园区落户日职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张
萍) 12日，日照市重点文化产业
园区揭牌仪式在日照职业技术
学院文化创意中心举行。文化产
业园区的成立，搭建起了学校、
企业与社会的沟通平台，让学生
不出校门就能轻松获得实习机
会，激发创意才能。

据了解，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创意中心今年年初开工建
设，占地5000平方米，中心依托学
院建筑设计、动漫制作、信息技
术、物联网、广告设计等专业，为
日照市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培
养、项目孵化、科技推广、产学研
合作、企业集群化发展提供优质
服务和支撑发展平台。

目前，已有12家创意设计企
业和9个专业工作室入驻中心，初
步形成了集艺术展览、广告创
作、动漫制作、展示设计、网络媒
体和数字培训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良性发展态势。

据介绍，文化产业园区的建
设，不仅能够更好地发挥学校和
企业的各自优势，更好地促进创
意设计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而且
为学生在校期间提供了更多实
习就业的机会，让学生的理论知
识和社会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
搭建形成了学校、企业、社会的
沟通平台，激发了参与各方的创
造力，逐渐发展成为日照文化产
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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