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时身份证 宾馆银行都能用
除了不能办信用卡，具备和正式身份证一样效力

本报12月11日讯 (记者 刘
涛) 银行卡身份证丢了的确是
件郁闷的事，更郁闷的是办理了
临时身份证后，身份证的效力被

“打折”了，近日市民刘先生拨打
本报热线，向记者咨询临时身份
证的相关问题。

刘先生告诉记者，他最近由
于大意丢了钱包，钱包里的身份
证也“随包而逝”。

“钱包里本来就没多少钱，银
行卡是有密码挂失之后钱也丢不
了，主要是身份证丢了挺麻烦
的。”刘先生说。随后刘先生前往
派出所补办身份证，因为办理正
规身份证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刘
先生就补办了一张临时身份证。

“打热线主要是想咨询一下
临时身份证具备哪些法律效力，
和正规身份证有没有区别。”刘
先生说。

随后，记者就临时身份证所
具备的法律效力咨询了日照市

东港公安分局户籍科，该科一名
工作人员表示，2005年10月1日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身份
证管理办法》规定，临时身份证
具有与身份证原件同样的法律
效力，属于公民的的有效身份证
件，证件信息等与身份证原件相
同。

那现实情况是否是这样呢？
记者又咨询了铁路、宾馆以及通
讯等身份证常用单位，这些单位
均表示，临时身份证可以办理出
行、住宿以及手机卡等业务。而且
诸如登记结婚、网吧上网、考试等
需要身份证的一些情况，临时身
份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使用。

后来，记者又联系到了市区
几家银行，几家银行的工作人员
均表示，他们承认临时身份证的
有效性，只要在有效期内不影响
办理普通的借记卡新开户、银行
卡补办等业务。不过工商银行的
工作人员表示，临时身份证在他

们银行不能办理借记卡新开户
业务。而对于办理信用卡，几大
银行均表示，目前临时身份证不
能办理信用卡，“因为信用卡的
申请单的证件栏里没有临时身
份证这个项目，所以是不能办理
信用卡业务的。”一名银行工作

人员说。
日照市东港公安分局户籍

科科长表示，临时身份证和正规
身份证区别在于临时身份证的
法定有效期只有三个月，而身份
证原件的有效期是10年，而且临
时身份证没有磁性。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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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1日讯 (记者 贺
超 ) 11日，市民匡先生拨打本
报热线8308110，反映自家暖气平
时不热周末却温和，他猜测可能
是因为他们小区跟学校争热源
造成的。日照市热力公司称，已
经接到该小区居民反映，已经派
工作人员前往处理。

据了解，这个小区是一个家
属院，有两栋居民楼共计60户人

家，今年供暖的有44户，其中大多
数小区居民都是离退休的教师。
今年是该小区第一年供暖。

11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位
于济南路上的北京路中学家属
院，该小区供暖方并不是热力公
司直供，而是热力公司输来热水
之后，将小区自备水柜内的凉水
加温，然后通过机房水泵加压，
输送到小区居民家中。温度表上

显示，进入住户的热水温度为
50℃，回水温度为40℃。

“今天是周日，水温还高一
些。”李师傅说，小区的供暖管网
是接到北京路中学的管网上，学
校的管道内径为125毫米，小区的
管道为63毫米，周一到周五这段
时间，学校会跟家属院共用热源。

据了解，由于管道内径的差
异，周一到周五小区的热水流量

为1 . 8立方米/小时，周末大约在4

立方米/小时左右。
在2号楼1单元的匡先生家

中，温度计指针停留在了16摄氏
度，匡先生的老伴正穿着棉衣拉
二胡。记者用手摸了一下市内的
六个暖气片，感觉稍微有点热，
匡先生说，房屋面积为85平方米，
今年因为周末，加上天气比较晴
朗，所以温度在16度左右，如果在

工作日期间，家里面的暖气片就
会变凉，室温一般在14度左右。

记者随后联系了日照市热
力公司，一位工作人员介绍，11日
上午，他们已经接到小区居民的
反映，并且派出工作人员前往处
理，对管网内的流量进行了重新
调整。“调试流量结束之后，暖气
不热的现象就会得到改善。”这
位工作人员说。

暖气为啥平时不热周末热
疑与学校争热源，热力公司称调试流量后会改善

帝豪EC8自上市以来以跨级豪华享誉
市场，现推出BMBS版，用创新科技，继续引
领安全新“竞”界，为高品质车生活倍添安全
的保障。这也是吉利汽车集团秉持着造世界
最安全汽车的宏伟目标，积极探索汽车安全
新领域，一项伟大的创新！
精进领先

安全新定义 ,技术领先一步。帝豪EC8
BMBS版，搭载BMBS爆胎监测与安全控制
系统，以领先科技傲视同级。BMBS作为世
界上唯一受专利保护的汽车类主动防御技
术，集主动预警和被动安全智能控制为一
体，具有TPMS产品的全部功能，还弥补了

TPMS无法对突发爆胎做出即时响应和
提供有效救助的缺陷。其核心技术是采用智
能化自动控制系统，弥补驾驶员生理局限，
在爆胎后的最短时间内(≤0 . 5秒)，替代驾驶
员实施行车制动，彻底化解爆胎风险，保障
行车安全。汽车高速行驶下，爆胎故障发生
后，基于ABS(制动防抱死系统)技术，BMBS

实施制动减速，避免汽车甩尾、侧翻，是爆胎
后唯一有效的主动救助手段。
行之有效

敏锐监测，胎压随时掌握。高速行驶过
程中，当车辆时速≥80km/h时，防范爆胎事
故发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提前知悉轮胎状
况。BMBS在轮胎内置监测模块，实时监测
轮胎压力、温度状况。当轮胎气压高于
300kPa时，会有高压报警；轮胎温度大于
80℃时，会有高温报警。通过中控台上的指
示灯提醒，驾驶者就能每时每刻对汽车轮胎
状况了如指掌，享受安心出行的驾驶乐趣。
此外，系统自身拥有故障检测与提示功能，
如低电压报警，无信号报警等，稳定可靠！

“保险”之选
BMBS爆胎监测与控制系统由知名保险

公司承保产品责任险，为您成就周全保障之
选。此外，帝豪EC8更采用GTSM(Geely Total
Safety Management)吉利全方位安全管理体
系，以C-NCAP五星级安全标准设计，从操控
安全、碰撞防护到延伸级安全的防护设置，进
行了整合性的设计与布局，同时兼顾对儿童
及行人的保护。以精进领先的安全为您保驾
护航，为您开启安全新竞界！

帝豪EC8 BMBS版
引领安全新竞界

格行业资讯

海信电器获评“最具社会责任上市公司”
继11月海信电器(600060)第四次蝉联代

表上市公司最佳成长性的“金鹰奖”后，12月3

日，在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2011中国上
市公司口碑榜”评选中，海信电器(600060)再
次从沪深2000多家上市公司中脱颖而出，被
评为“最具社会责任上市公司”，成为中国家
电上市公司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据悉，2011中国上市公司口碑榜，完全经由
116家机构投资者以及公众投资者参与评选，代
表了投资者真实的感受，真实、客观的“口碑榜”
是衡量上市公司优劣的又一重要标尺。

海信坚持技术立企的发展战略，连续8年
高居中国平板电视市场的第一位。今年以来，
海信电器(600060)率先启动智能化转型，通过
推出云智能电视、个人智能电视I’TV等高端
新产品，率先完成了智能化时代的系统性产

品布局。快速发展的同时，海信以“技术、质
量、诚信、责任”为核心价值观，积极履行企业
公民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也赢得
了消费者的信赖。

海信将绿色发展融入企业愿景及战略规
划，发布了首家企业《绿色发展纲要》。作为国内
最早涉足LED研发和生产的企业，海信一直在
加大LED背光等绿色环保技术在多媒体产品上
的应用和推广，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在节
能降耗方面作出贡献。由于加大了在平板电视
的绿色节能技术领域的研发力度，海信平板电
视的整体运行功率降低了30%以上。在智能功
耗控制技术、光感变频技术、高效率电源设计技
术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大幅度降低了整机正
常运行功耗和待机功耗。

在公益事业方面，早在1998年，海信就开

始资助捐建所希望小学；据统计，1998年以来
的10余年间，海信用于支持教育发展的专项
资金已超过4000万元。从2009年起的五年里，
海信出资1亿元设立海信“银屏惠老”基金，与
山东省慈善总会和济南、淄博等12个地市慈
善机构一起，帮助山东省低保特困老年人，让
他们能够看上电视，改善特困老年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

近年来，海信多次荣获了“中国最受尊敬企
业”、“最佳企业公众形象奖”等殊荣，从2008年
至2011年，海信电视连续四年用户满意度排名
第一；2010年，海信荣获了代表中国最高质量水
平的“全国质量奖”，是该奖项设立十年来，唯一
两获殊荣的企业；2011年9月，海信电视荣获了
亚洲质量最高奖———“亚洲质量卓越奖”，这也
是中国企业首次获此奖项。

“新年来了，我们买车吧！”
进入12月，转眼间2011年的日历已经翻

到了尽头。新的一年，升职后工作应该会更忙
了，家里老人身体不好需要好好照顾，明年小
孩也到上学的年龄了，周末还想带着全家人
去郊外走走……不少家庭都盘算着能在能够
拥有一辆车属于自己的车。10万元以下、适合
家庭用车需求，这是不少消费者的购车诉求。
看似简单的要求，但选车绝对是个技术活儿。
市面上玲琅满目的车型会让不少消费者应接
不暇。下面就为消费者带来几款适合家庭使
用的自主品牌车型，一起来看看这些车型中
哪款更适合你吧。
推荐车型：长安悦翔

一直以来，长安悦翔都很吸引消费者关
注，这恐怕要归功于它的外形设计，有着类似
马自达的动感效果。前后熏黑底的灯组最抢
眼，尖角造型的前大灯与整个前脸配合得也
很好。可以说，长安悦翔是众多自主品牌车型
中拥有难得漂亮外形的一个。

悦翔搭载搭载的这台长安出品的1 .5L发动
机，技术上跟铃木颇有渊源。在长安的改造下，
它的参数规格变得好看了很多，起码在众多自
主品牌对手面前，悦翔那最大功率72kW、最大

扭矩137N?m的数据完全说得过去。实测的加速
成绩0～100公里/小时为11 . 70秒，属于正常中等
水平，100～0公里/小时的刹车距离为45 . 20米。
这款车配备4AT变速箱，相比其他一些没有自
动挡车型的对手，悦翔已经先行一步，而且很明
显价格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悦翔从外到内都代表着一种进步，尤其
是车内中控等部分可以看出各种边角和细节
的处理算是还不错。各种车内的储物功能也
比较丰富，也挺实用。空间够大，也够舒适。无
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长安悦翔都是一款适合
家庭使用的自主品牌车型首选。
推荐车型：东南V3菱悦

V3菱悦外观设计借鉴了东南合资车型蓝
瑟的诸多元素，重新设计的中网配合前部流线
造型，显得冲劲十足，无处不显露出菱悦的运动
天赋。前麦弗逊后多连杆悬挂，使得该车的驾驶
路感清晰，综合操控感觉准确、灵活，而为此付
出的代价是放弃了过多舒适性。

东南V3菱悦的内饰颜色采用深浅双色
搭配，中控台布局简洁而且实用，看上去更符
合年轻人的眼光。在配置上，V3菱悦将诸多
中高级轿车的科技配置率先引入紧凑型轿

车，领先同级车的四轮碟刹、五连杆独立后悬
挂，令消费者享受更多EVO冠军赛车般的操
控；在同级车中唯一配备智能无钥匙引擎启
动系统、行李箱遥控开启，为消费者带来更多
的科技便利；而触控屏幕DVD+NAVI、整合
式CD带MP3、USB接口等丰富配置的实现为
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驾驭乐趣。
推荐车型：比亚迪F3

比亚迪F3自动挡延续F3车型一贯的大
气外形，车身线条流畅，配合较高的腰线，给
人营造出一种流线型的视觉感受。F3自动挡
拥有2600mm的长轴距，后排空间宽敞，而且
驾驶员座椅还采用了多方向调节装置。

比亚迪F3自动挡搭载1 . 6L黄金排量的三
菱4G18发动机，该款发动机在市场上已经形
成了高功率低油耗的良好口碑，最大功率可
达73 . 5KW，百公里经济油耗仅5 . 1L。与之匹
配的原装进口变速箱，来自专门生产变速箱
整机的JATCO公司，性能出色。此外，F3自动
挡具有松油门自动降挡功能，能够学习驾驶
员的驾驶习惯，不断地调整电脑中的数据，使
动力总成适应驾驶员的习惯，拥有最佳的经
济和动力性能。

公民申请临时身份证的具
体程序

1、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
安派出所办理申请手续，交验居
民户口簿、本人近期一寸免冠黑
白相片(相片尺寸标准同居民身
份证)，交纳证件工本费人民币
10元。未满16周岁的公民，由监
护人代为申领。

2、公安派出所将公民个人
信息核准后报送县(市)公安局
或设区的公安分局审核签发，并
负责制作证件。

3、公安机关在收到申请后
的3日内将证件发给申领人。

4、领取了临时居民身份证
的公民在领取居民身份证时，应
当交回临时居民身份证。

格相关链接

临时居民身份证同样具备法律效力。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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