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项措施”促进管理提升

本报 10 月 23 日讯(通讯
员 于飞) 10 月 22 日，
五莲县供电公司召开管理创
新提升工程及同业对标推进
会，总结经验、制定计划，确
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加强经验总结，正视差距；坚
定目标、明确重点；严格考
核；指标分析到位；强抓队伍
建设；注重机制建设。

开展安全评价提升电网运行质量

本报 10 月 23 日讯(通讯员 王超) 今
年以来，五莲县供电公司坚持“贵在真实、重
在整改”的工作原则，全面开展电网安全性评
价工作。客观分析五莲电网的安全现状，掌握
了当前电网存在的危险因素及严重程度，为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面提升物资集约化管控水平

本报 10 月 23 日讯(通讯员 王超)

近年来，五莲县供电公司强化物资管理，坚
持“依法合规、有序推进、务求实效”的原
则，扎实开展物资清仓利库工作，规范合同
履约和产品质量监督，进一步完善仓储管
理流程，物资周转效率不断提升。

加强电费实收管理

本报 10 月 23 日讯 (通
讯员 王超) 今年以来，五
莲县供电公司强化电费实
收管理，规避电费资金风
险。电费现金交款单、支票
进账单等按规定时限及时
报送，加强未达账项的监督
管理，每天进行对账，对不
平账目及时查找原因并处
理，及时清理未达账项。

注重群众路线，优化服务品质

本报 10 月 23 日讯 (通
讯员 王超) 今年以来，五
莲县供电公司健全完善客户
服务应急体系，充分发挥
95598 调度服务职能，全面落
实故障抢修“五个一”要求，
重点做好投诉问题排查整
改，针对服务投诉，组织了服
务人员岗位技能、作风培训，
全面深化优质服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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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热线

本报 10 月 23 日讯(记者 辛
周伦 王在辉) 23 日，日照大学
城一高校大二学生李某拨打本报
热线 8308110 反映，他们七名同学
十一期间打工，被欠薪了。记者辗
转联系到了中介负责人，学生们
3000 余元“辛苦钱”终于被讨了回
来。

本是签了合同

却又被收了回去

小李是曲师大经济学院大二
的学生，十一假期期间，他们同学
7 人通过大学城的诚石中介联系
到一份青岛电子加工的工作，每
人支付了 30 元中介费。

10 月 1 日，他们坐大巴到了
青岛的一家电子厂。“当时中介说
工资按小时计算，一小时 6 元钱。
前三天要熟悉业务，工资按天计
算，每天 70 元。包吃包住。”小李
说，跟他们一起去的人，坐满了三
辆大巴。

据了解，中介当时在车上跟
学生们签了一份合同，“但签完
后，中介说要盖章，就给收回去
了，一直没再给我们。”小李的同
学说，他们 8 日晚回到学校，之后
三次去中介，但一直没拿到薪水。

中介找理由

不给学生薪水

23 日下午，记者随学生一起
来到了位于大学城科技园德文公
寓的诚石中介。中介工作人员见
到学生，直接回答说：“工厂那边
并没有给我支付工资，你们找我
也没用，你们再逼我，一分钱也拿
不到。”

随后，记者亮明了身份，这名
工作人员的态度才缓和了一点，

“我确实没有收到工厂给的工资。”
几经周折，记者见到了诚石

中介的负责人张先生，他最终承
认，工厂早已把工资结清了，但由
于涉及的学生非常多，工作量不
好统计，所以工资一直没有结算。
张先生承诺：“ 23 日下午，一定给
学生结算工资。”

下午 6 时，记者接到其中三
名学生的电话，被告知已收到了
工资。

“能讨回工资，真是太感谢你
们了。”其中一名大学生对记者
说。

曲师大学生处副主任徐正伟
介绍，学校为贫困学生提供了勤
工俭学岗位，而且每年开学季都
会组织学生开展安全知识学习。

“但还是有一些学生上当，下
一步我们也会加大宣教力度，增强
学生的防范意识。”徐正伟说。

大学城 7 名学生十一假期打工被欠薪，拨 8308110 热线求助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帮帮学学子子讨讨回回““辛辛苦苦钱钱””

本报 10 月 23 日讯(记
者 李玉涛 ) 23 日上午，
家住岚山区的刘先生拨打
本报热线 8308110 咨询岚
山今冬供暖的情况。记者了
解到，今冬岚山东部城区将
摆脱“无暖气”的局面。日照
各区县也都在积极准备供
暖工作。

>>莒县

供暖主管网

已开始打压注水

莒县城区供热一般从
每年 11 月 15 日开始到次
年的 3 月 15 日结束。记者
从莒县住建局了解到，预计
11 月 3 日左右主管网开始
注水打压，视天气情况，或
提前供暖。

“今年供热面积比去年
得增加 60 多万平方米，新
敷设管道 50 多公里，正式
供暖前都会敷设完成。”该
局一名工作人员说。

>>岚山

今年东部城区

将实现集中供暖

自 2 2 日 本 报 开 通
8308110“温暖日照”问暖热
线以后，热线响个不停，不
少区县的市民也都纷纷拨
打热线咨询。

记者从岚山区住建局
获悉，该局正积极开展各项
准备工作。据初步统计，今
年岚山区供热面积为 55 万
平方米。其中以焦电热源为
主的西部城区，集中供热面
积达 35 万平方米。

今冬岚山东部城区将
实现集中供热。新建的东部
城区供热管网，设计供暖能
力及覆盖面积为 350 万平
方米，今年预计能实际集中
供热 20 万平方米。东部城
区今年将敷设供热管道
6365 米，目前已开挖管沟
5695 米，双管铺设 5545 米，
童庄子小区、大阡里、胡家
林等 9 个小区 10 个泵房已
全部建成，室外配套管网完

成，室内换热设备正在安
装。

>>五莲

今年新增供热

10 万平方米

记者从五莲县住建局
获悉，按照惯例，该县一般
从 11 月 20 日开始供暖，到
次年 3 月 20 日停暖。遇到
冷空气来袭时，将提前供
暖。

“去年我们是 11 月 18

日开始供暖的，现在准备工
作都差不多了，包括储煤、
管道改造更新、新用户开口
等工作。”该局一名工作人
员说，今冬预计五莲县城区
供热面积将扩大 10 万平方
米，达到 185 万平方米。

>>开发区

建应急热力站

供暖“双保险”

日照阳光热电有限公
司负责开发区的供暖，去年
建设了石臼应急热力站，实
现石臼区域供热“双保险”。
据了解，目前该公司正在有
条不紊地准备着今冬供暖
工作。

“今年新增 10 多个用
热户，敷设供热管道 4000

多米。”该公司一名工作人
员说，目前公司正在进行供
热设备检修和敷设供热管
道，打算在 11 月初开用户
座谈会。

>>山海天

公司内部改造

装大循环泵

记者从山海天热力公
司了解到，目前公司正在进
行内部改造，为了确保今冬
山海天区域的供暖效果，今
年安装了更大的循环泵。

“我们计划下周召开用户座
谈会，把各个小区物业代表
召集到一起，商量商量今冬
供暖的事。”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

岚山东部城区
今冬将集中供暖

23 日，记者联系到了日照
工商部门，对方表示，他们最近
没有接到大学生的投诉电话，并
不知道有此类事件发生。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大学城
这样的违法中介流动性很大，执
法比较难。工商工作人员建议学
生，发现非法中介或者遇到问
题，应首先向相关部门举报投
诉。工商部门投诉电话：12315。

随后，记者又致电日照人社
部门，听完记者描述后，一工作
人员表示，很多大学生打工都没
有签合同，所以无法构成劳动关
系，他们也比较难处理。

该工作人员建议学生一定
要签署合同，必要时可以通过法
律途径来解决。遇欠薪问题，可
拨打人社局服务热线：12333 投
诉举报，

此外，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
的赵世玉律师也建议学生们一
定要签合同。

“在选择兼职打工时，应事
先确认用工单位是否有法人资
格，在签订合同前应该先核实公
司身份。其次就是要找正规的中
介公司，让中介帮助制定合同协
议。”赵世玉说。

本报记者 辛周伦 王在辉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大学生
已渐渐成为新的“讨薪一族”。

一些公司对雇用在校大学
生打工“情有独钟”，除了“低成
本”的“优点”，大学生缺乏社会
经验，而相关法律上还存在着一
些空白，比较好“坑”。

而且，目前零工市场正处在
管理空白相对的尴尬境地。就业
压力大，消费水平也高，所以很
多大学生都选择勤工俭学来增
加收入或者积累工作经验。这就
给了不法者空子，因为他们知

道，大学生的自我保护和法律意
识都不强。

遇到类似欠薪的情况，其
实大学生完全可以到劳动监察
等相关部门投诉或提出仲裁。
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
题。

但途径虽然有很多，其实我
们更需要的是一个诚信的环境，
以及一种健全的约束和监管，这
样大学生兼职的合法权益，才能
得到有效保障。

本报记者 辛周伦 王在辉

黑中介执法难度大 无合同难维权

警钟长鸣

别让大学生成“讨薪一族”

记者手记

大学城有不少职业中介，但很多中介并不正规，常有学生打工或者兼职
后被欠薪。对此，工商、人社、律师等都建议学生打工时签订好劳动合同，以
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学生虽然签订了合同，却并没有法律效力。
本报记者 辛周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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