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急通知55岁以上老人

★不花钱，免费领取水质检测器★
每人限领1个

全市只有800个名额

为了让市民能喝到健康、干净饮用
水，不让身体成为污染水“过滤器”。在相
关机构及爱心企业关注下，全民健康饮用
水惠民行动于去年7月全国启动。行动第
一步，就是向市民免费发放一种小型水质
检测器 (由沃康环保科技集团赞助的
3WIN99)。

该项行动从上海开始，短短一年多，
已在北京、河北、天津、山东、甘肃、云南、
江苏、浙江的110多个城市展开，截止目
前，已累计向市民发放80多万个水质检测
器。不少市民反映：水质处理器免费发放，
会有专门人员进行使用及健康用水指导。

拿回家后，通过水质检测器滤芯颜色的变
化，就能了解自家水质的好坏。特殊滤芯
还能滤除水中的重金属、微生物，让市民
喝道健康、干净饮用水。

从7月开始，全民健康饮用水惠民行
动第80站来到日照。为了让更需要的市民
先行领取，惠民行动规定：首批免费领取
对象必须为55岁以上的日照市民。领取条
件还有：(1)本地常住居民；(2)对健康饮水有
一定的需求。凡是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居
民，请拨打0633-2215629 6337189报名领
取。目前，还有800个领取限额。请看到本
通知的市民尽快报名！

C04 2014年7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刘伟 美编/组版：张静

今日日照

身边

7月17日，江豪建材家居
城的700多位业主在江豪多
功能厅接受了工商税务知识
的培训。东港区工商局、税务
局的工作人员给江豪建材城
的业主们讲解了相关知识。

据了解，自从公司注册
门槛降低，江豪建材家居城
的业主中有40多位已经由个
体工商户注册为公司。
本报记者 许妍 摄影报道

工商税务讲座走进江豪建材城

17 日，日照市中学生篮球
联赛在日照一中西校开幕，来
自全市 15 所初高中的 23 支
男女比赛队伍参加本次比赛，
据了解，本次比赛为期三天，
将角逐出女子高中组，女子初
中组，男子初中组的优胜队伍
参加 2015 年山东省中学生篮
球联赛。
本报记者 刘涛 摄影报道

中学生篮球联赛日照一中西校开赛

本报 7 月 17 日讯(记者
李玉涛) 记者从日照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市
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职工
月平均工资，中心对 2014 年
度公积金缴存基数进行调整。
2014 年 7 月-2015 年 6 月，公
积 金 缴 存 基 数 最 高 限 额 为
10986 元，最低限额为 1350 元，
也就是说，每月缴存公积金最
低 135 元，最高 2636 . 64 元。

“我们每年都会根据统计
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的职工

月平均工资，调整住房公积金
的缴存基数，一般每年都是从
7 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 6 月
份。”日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说。

据介绍，按照相关规定，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
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下限为
省政府公布的本市最低工资
标准。

调整后，2 0 1 4 年 7 月-
2015 年 6 月，日照市公积金缴

存基数最高限额为 10986 元，
最低限额为 1350 元，分别较
去年增加 1005 元和 130 元。缴
存比例维持不变，仍执行 12%
(单位和个人各承担 12%)，对
个 别 缴 存 困 难 的 单 位 ，在
5% — 12% 的范围内经批准后
执行。

如此，住房公积金月最低
缴存额135(1350×10%)元，其中
单位负担5%共67 . 5元，个人负
担5%共67 . 5元；月最高缴存额
2636 . 64(10986×24%)元，其中

单位承担12%共1318 . 32元，个
人12%共1318 . 32元。

“绝大多数的单位都是按
12% 的比例缴存，额度也都在
中间档。”前述工作人员说。

此外，为完善单位基础数
据库，加强住房公积金缴存单
位管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从 7 月至 9 月 30 日，对全
市 2290 个住房公积金缴交单
位进行年检，主要内容为核对
单位地址、联系电话等基本信
息和缴存比例等信息。

住住房房公公积积金金不不得得超超22663366 .. 6644元元//月月
日照调整今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为完善单位基础数据库，加强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管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从 7 月至 9
月 30 日，对全市 2290 个住房公积金缴交单位进行年检，主要内容为核对单位地址、联系电话等
基本信息和缴存比例等信息。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赵发宁
通讯员 高峰 王园园) 16日，交警
莒县大队在夜查酒驾行动中，查获一
个酒驾司机，该驾驶员不仅面临扣分
扣钱扣证的处罚，而且驾照也要从A2

降为B1B2。
16日21时40分，交警莒县大队在

莒县烧烤场附近查获一辆车号为鲁
LH06**的小型轿车，驾驶人张某有
酒驾嫌疑，随后，民警对张某进行了
呼气酒精检测，检测值为32mg/100ml，
系酒后驾驶机动车。

得知自己的驾驶证要被降级时，
张某着急了，开始不停的请求民警从
轻发落。“警察同志啊，我当时考个驾
照不容易，我的是A2驾驶证。拜托拜
托通融一下，我今天糊涂就喝了一点
酒，没想到就被你们抓住了。我再也
不喝了。”

但法规面前没有人情可讲，民
警当场暂扣了张某的驾驶证和所
开的车子，并对张某开具了行政强
制措施凭证。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张某除了
面临罚款、驾驶证扣分并暂扣6个
月外，其所持有的机动车A2驾证将
面临降级。

男子酒驾被抓

还罚款并驾照降级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赵发宁
通讯员 戴陈铖) 16日晚上8时许，
山海天一佳花园周某报警称其今年
91岁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独自外出
遛狗走失，若在外面待长时间可能会
有危险。接警后，民警在辖区展开寻
找，最终在一停车场内将周某父亲找
到。

16日晚上8点，山海天边防派出所
民警接到居民报警求助电话，报警人
称，当天91岁并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
遛狗时，不慎走丢。

因老人年纪已高并患病，独自在
外会有危险，民警接警后迅速以事发
区为中心，在辖区进行寻找。在寻找
过程中民警一面向群众询问失踪人
员的踪迹，一面向环卫工人、街边商
贩等发放寻人启示，终于，根据一位
民俗旅游户主提供的线索，民警在乔
家墩子二街停车场寻得体貌特征相
吻合的人员，并通知家属来所辨认。

家属赶到所后确认该老人却为
其父亲周某，并对山海天边防派出所
民警表示了感谢。

山海天边防派出所民警温馨提
示，如果老人不慎走失，一定要第一时
间报警，不用局限于24小时规定。“将
联系电话缝于老人衣服上、或放置一
张联系卡片。”山海天边防民警说，尤
其是患有老年痴呆症这类老人，家人
更应该注意标记好联系方式。

9旬痴呆老人走失
民警帮忙找回来

遇遇到到公公交交起起火火，，逃逃生生谨谨记记八八原原则则
司机总结日照公交车逃生小窍门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彭
彦伟 ) 7月15日，广州一公交
车发生爆燃事件。17日下午3

点，日照公交公司开展了安全
检查，并总结了八条遇意外逃
生小窍门。

为解决可能出现的安全
问题，日照市公交公司对安全
隐患进行排查。重点对车辆的
油路、气路、电路、轮胎、转向、
灯光等系统进行检查。

同时加强对公交车安全
锤、灭火器、应急开关等车辆安
全装置的检查，确保齐全有效。

17日下午3点，记者来到
日照公交公司第三公司，林庆
雷有着丰富的公交车驾驶经
验。林庆雷向记者详细解释了
公交车上遇到特殊情况时的
正确反应。在公交车车门打不
开时，在车内的乘客可以转动
车门上方的一个红色按钮，顺
着箭头指示方向转动后车门
会自动打开。

此外，车外边的人也可以

帮着将车门打开。在车门左下
方也有个相同的按钮，按照箭
头方向将转动开关后，大约过
个三五秒钟，车内燃气放完
后，可以轻易地将车门推开。

除了乘客操作的两个开
关，在司机操作台上还有一个
开关，如果车辆突然出现问
题，司机摁动该按钮后两个车
门可以迅速打开。林庆雷介
绍，这个技术是日照公交自己
研制的，后来在与厂家定车时
要求加上的一项技术。

公交车逃生常识

一是应沉着冷静，切勿慌
乱，应寻找最近的车门和能打
开的车窗快速逃离。

二是公交车门打不开时，
乘客可用手旋转车门上方的
红色手动旋转开关，再拉车门
扶手，打开车门逃生，应急开
关是公交车必备的逃生利器。

三是用安全锤或车载灭
火器砸车窗玻璃的边缘和四

角，破窗逃生，直接敲车窗正
中间是不科学的。

四是公交车发生侧翻起火
时，还可通过车顶天窗逃生。

五是衣服起火后应打滚灭
火，切勿狂奔。

六是逃下车后应远离公交
车，避免车辆爆炸被伤及。

七是公交车上都有灭火

器，一般在司机的座位旁边，也
有的在后门垃圾桶的位置。如
果遇到火灾，会使用灭火器的
可以帮助司机一起灭火。

八是有序逃生，如果起火，
千万别挤在门口。如果车门打
不开，年轻力壮的男乘客可以
使用安全锤灭火器等砸窗助逃
生。

公交车的车门处都有转动钮，紧急情况下可以打开车门。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

创创业业者者最最高高可可享享 99000000 元元房房租租补补贴贴
要求未入驻孵化基地正常经营一年以上

本报 7 月 17 日讯(记者
张永斌 通讯员 李慧萍) 日
照市下发《关于房租补贴申领
拨付有关问题的通知》，对符合
条件的未入住创业孵化基地、
创业园区的创业实体给予最高
9000 元的房租补贴(含水电费)。

17 日，日照市就业办相关
负责人说：“ 2011 年时，日照市
提供了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

入驻奖励资金及房租补贴申领

拨付。此次则是首次针对创业
孵化基地、创业园区外的初创
小微企业。进一步加大对自主
创业者的扶持力度。”

房租补贴政策的享受对象
为 2013 年 10 月 1 日后成立的
初创小微企业以及登记失业半
年以上人员、毕业年度内高校
毕业生、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法定劳
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创办

的个体工商户。
符合条件的初创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需履行合法用工
义务。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按
月通过金融机构向招用人员
(含创业者本人)支付不低于我
市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资报酬，
且不少于 12 个月。为吸纳就业
人员(含创业者本人)缴纳社会
保险费不少于 12 个月。

房租补贴最长不超过 2

年。首次领取营业执照并正常
经营 1 年以上且申请补贴时距
创业时间不足 2 年的，可初次
申请房租补贴，按实际房租和
水电费情况，最高给予 6000 元
的补贴。

首次补贴 1 年后，继续经
营并履行用工义务的，可二次
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拨付
初次拨付金额的 50%。即最高
9000 元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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