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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发布会

开展漏电保护器检查 零距离服务菜农 供暖设施提前“体检” 举办供用电合同管理培训班 召开配网工程推进会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赵祥利) 10日18月，国网莒县供
电公司小店供电所组织人员对
辖区内漏电保护器的安装、投运
和正确动作率进行了全面检查。
重点对用户三级漏电保护器运
行情况进行检查治理，确保漏电
保护器“三率”达到100%。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李兴隆 ) 为确保菜农用电无
忧，国网莒县供电公司各基层供
电所都成立“彩虹”服务队，并深
入田间地头和大棚，为菜农义务
检查线路和电气设备，提供“零
距离”的亲情化服务，全力保障
菜农生产用电，助推经济增收。

本报1 0月2 3日讯 (通讯
员 王勇 ) 近日，国网莒县
供电公司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迅速组织专门力
量，对所辖各单位的冬季取
暖、用电情况进行一次彻底
排查，把取暖用电隐患消灭
在萌芽状态。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卢明晓) 为提高供用电合同签
约管理，依法规避企业的法律风
险，10月21日晚，国网莒县供电公
司客户服务中心在公司多功能
会议室成功举办了一期供用电
合同管理培训班，35名干部员工
参加了培训。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单晓昌) 10月19日，国网莒县
供电公司召开配网工程推进
会，会议围绕信息化系统深化
应用、配网规划、配网工程建设
项目进行了安排部署。要求相
关单位做好协调安排，在保证
工程质量前提下，全力推进工
程进度。

日照市前三季度经济效益明显好转

汽汽车车制制造造业业有有望望成成第第二二大大行行业业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许

妍 通讯员 蒋传忠) 23日，
记者从日照市统计局获悉，据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全市GDP总量1040 . 75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 . 2%，
增幅比上半年回升0 . 2个百分
点。

记者从最新的统计数据中
了解到，第一产业增加值87 . 74

亿元，增长2 . 9%；第二产业增加
值570 . 39亿元，增长10 . 8%；第三
产业增加值 3 8 2 . 6 2 元，增长
10 . 7%，比重达到36 . 8%，比上年

同期提高1 . 2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 . 5%，比
上半年提高0 . 2个百分点。装备
工业比重达20 . 9%，同比提高3 . 5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上半
年比重17 . 4%，比年初提高0 . 4个
百分点；汽车制造业在威亚发
动机、派沃泰变速箱等拉动下
产值增长39 . 6%，比重由上年同
期的13 . 9%提高到17 . 6%，年内
有望取代钢铁成为第二大行
业。

另外，日照市经济效益明

显好转。初步汇总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3 . 07亿
元，利税42 . 75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55 . 6%和29 . 2%。其中，日照钢
铁扭亏为盈，五征集团、华能国
际电力盈利快速增长，威亚发
动机、现代派沃泰自动变速箱
等成为全市盈利大户。

前三季度，日照在节能降
耗上也取得积极成效。全市上
下狠抓节能降耗工作不放松，
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实施重点
企业节能改造，前三季度高耗
能行业增长6 . 7%，比重同比下

降1 . 5个百分点。附加值高、能
耗低的汽车行业取得迅猛发
展，带动全社会能耗水平降低。
上半年，万元GDP能耗同比下
降6 . 07%，超出年度目标2 . 36个
百分点。

今年以来，日照市各级各
部门努力克服经济下行压力，
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汽
车及零部件等先进制造业加快
发展，蓝色经济比重、高新技术
产业比重、服务业比重同比提
升，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在转
调创方面取得可喜变化。

外外国国专专家家
献献智智东东港港

10月22日，在海恩锯业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德国两
位专家正在指导锯片生产。两
位专家提供的应力调校和热处
理技术，推动了该企业的转型
升级，产品出口欧洲多个国家。

东港区近年来加大招才
“引智”力度，去年以来，全区共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35人次，
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本报通讯员 李晓飞 韩伟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摄影报道

日照钢铁设立

1亿元公益基金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李

清 ) 10月23日，日照市慈善总
会日照钢铁公益基金签字仪式
在日照钢铁厂举行。

日照市慈善总会日照钢铁公
益基金是由日照钢铁集团出资1

亿元，在日照市慈善总会设立慈
善专项基金，为期2年。基金设立
后，每年将按基金本金总额5%的
利润率计提资金，用于资助日照
市公益事业、救助困难群体。

对此，日照市慈善总会表
示，将会继续按照《章程》和《资
产管理办法》规定，确保善款管
理规范化、制度化，公开、公平、
公正地用好每一分善款。同时
呼吁更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
在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同时，主
动履行社会责任，奉献爱心，积
极加入到慈善救助活动中，帮
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日照市慈善总会成立于
2004年，曾打造了山东慈善最有
影响力品牌项目“滴水工程”，
组织开展的“慈心一日捐”活
动，实施“情暖万家”、“朝阳助
学”、“爱心助残”、“爱心救灾”
等救助工程。

日照供电公司为确保春节期间不停电夯实基础

下下月月底底前前完完成成农农网网升升级级改改造造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李

玉涛 ) 记者从国网日照供电
公司获悉，为确保春节期间不
停电，该公司开展“迎峰度冬”
保电工作，加快农网升级改造
工作，预计11月底全部完成。

“农村地区的用电量起伏
很大，春节期间的用电负荷能

比平常翻番。”据该公司一名工
作人员介绍，往年因为用电负
荷持续高位运行，经常导致农
村地区出现烧变压器等现象，
从而导致停电。

为了确保春节期间不停
电，国网日照供电公司21日召
开加快电网建设改造暨春节

“亮家暖室”行动推进会，全面
部署“迎峰度冬”工作。

“农网升级改造主要是更
换变压器，更换线径过细的电
线，以防用电负荷的突然增
加。”前述工作人员说。

据介绍，农网升级改造过
程中将开展农村低压配网综合

治理活动，加快农网电源建设，
完善网架结构，首先升级改造
10千伏农村电网重载、长线路
和过载重载配变，解决供电“卡
脖子”问题。重点治理改造“低
电压”问题突出台区，制定详细
台区改造方案，采用大截面导
线，加装无功补偿装置等措施。

加强廉洁高效供电所建设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张韬) 今年以来，国网莒县供电公司从廉洁教育、
风险管控、监督检查、服务优质和队伍高效五个方面入手，定期组织有关人员开展
明察暗访，使供电所廉洁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强化线损管理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王伟)

近日，国网莒县供电公司组织召开
了线损管理专题分析会，通报了各供
电所综合线损指标、分区、分压线损
指标以及分线路、台区线损指标完成
情况，查找线损中突出问题，确保线
损管理取得成效。

扎实治理低电压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厉运峰)

今年以来，国网莒县供电公司结合近
期与远期发展需求，以改善农村低压客
户端电压质量为目的，采取调配变压
器、调整配电变压器分接头、增大线路
路径等办法，着力解决农村低电压问
题。

积极助推重大项目建设

本报10月23日讯 (通讯员 张
韬) 2013年，山东莒县全力加快总
投资327亿元的80个重点项目建设，
这对电力供应提出了新的要求。国
网莒县供电公司积极加强电网建
设，努力提高服务水平，有力推动了
莒县重大项目建设。

开展“三节约”活动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杜树超)

自国网莒县供电公司开展“三节约”
活动以来，该公司系统广大员工积极踊
跃投入到“三节约”活动中，从细节做
起，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进行节约，
为企业降本增效，提高经济效益贡献力
量。

日照建筑节能

争引6744余万元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李玉
涛) 记者从日照市住建委获悉，
截至目前，今年日照共获得国家
和省级建筑节能方面财政补助到
位资金6744 . 25万元，加快推进建
筑节能各项工作。

截至9月底，全市完成既改项
目65 . 41万平方米，在建97 . 95万平
方米，预计全年完成170万平方米
的既改任务，已获得国家既有居
住建筑节能改造补助资金4215 . 25

万元，省补助资金2339万元。
同时，积极推进公共建筑节

能改造和节能监测系统建设工
作。截至9月底，全市共完成公建
节能改造项目3个4 .1万平方米和8

栋公建节能监测子系统建设，已
获得省级财政补助资金1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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