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日照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闭幕

号召团员为建海洋特色城献力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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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张
萍) 9月27日上午，为期3天的
共青团日照市第十七次代表大
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落下帷
幕。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共青团
日照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
十六届团市委工作报告的决
议》，大会号召团员青年为建设
海洋特色新兴城市贡献更大力
量。

日照市委副书记侯成君出
席闭幕式并讲话，他指出，广大
团干部特别是刚刚当选的新一
届团市委委员，一定要肩负起
光荣的历史使命，把牢政治方
向，坚持加强学习，不断提升素
质，努力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
绩、谱写新篇章，团结带领全市
广大团员青年为加快建设海洋
特色新兴城市贡献青春和力
量。

大会同意了报告提出的
日照市共青团工作今后五年
的方向和主要目标任务。大会
指出，日照市各级团组织要按
照“四个着力”的要求，以实现

“两个全体青年”为目标，以建
功动员为核心，以教育引导为
根本，以民生服务为宗旨，以
组织建设为基础，着力构建

“四大工作体系”，不断提高日
照共青团工作科学化水平，推
动共青团事业实现新发展，迈
上新台阶。

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团组织
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在中
共日照市委和团省委的坚强领
导下，紧紧围绕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提出的任务目标，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创造性地落实报
告提出的各项任务，为“五个日
照”建设贡献青春力量，在日照

市海洋特色新兴城市建设中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日照市政协副主席王坤
英，市纪委副书记周玲玲出席

了闭幕式。大会选举产生了共
青团日照市第十七届委员会。
袁利强当选为日照团市委书
记。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王超) 记者从日照市人

社局获悉，根据日照市人
民政府第 6 4号令《日照市
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暂行
办法》及 2 0 1 2年公益性岗
位开发计划的要求，日照
市劳动就业办公室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 6名公益性岗
位工作人员，报名时间为
1 0月 8日起至 1 0月 1 0日结

束。
此次招聘的报名条件

对于应聘人员的户籍、学
历、专业都做了相关要求，
应聘人员的户籍为日照市
区范围内，普通高校专科
以上学历。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文秘、法律、经济
管理等相关专业的特困家
庭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难
人员。

报名时间2012年10月8

日-10月10日，报名地点位
于日照人力资源市场43号
窗口 (北京路128号 )。应聘
人员如实填写提交相关个
人信息资料，包括《日照市
公益性岗位报名登记表》，
一寸近期同底版免冠照片
2张、身份证复印件，《就业
失业登记证》原件及复印
件，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

证书。
据悉，应聘人员资格

审查通过后，通过面试确
定聘用人员。聘用后从事
就业服务等相关工作。待
遇按照《日照市公益性岗
位开发管理暂行办法》(市
政府第64号令 )规定执行，
签订3年劳动合同，办理聘
用(派遣)手续，月工资1200

元，缴纳社会保险。

市就业办招6名公益岗位人员
要求专科以上，户籍为日照市区

本报9月27日讯 (记
者 李玉涛 通讯员
孟华) 记者从日照市自
来水公司获悉，马岭水
库至日照一水厂输水管
道工程于近日开工，待
工程全部完成后，一水
厂将解决枯水季节供水
量不足等问题。

据介绍，马岭水库至
一水厂输水管道工程中
最难的204国道过山东路
穿越工程已于近日完工。

在穿越山东路顶管
施工中，因与两条污水
管道和两条热力管道冲
突，工程项目部立即进
行了管道设计变更，切
实有效确保204国道改造

工 程 的市政 管 道 及 电
力、通信线路的安全。

过山东路的顶管为
直径800毫米的钢管，操
作安装坑深达5米多。为
确保安全，工程项目部
设专职安全员负责工程
过路安全。同时为配合
204国道改造工程进度，
过路顶管采用昼夜两班
倒的施工方案，保证了
工程进度。

据了解，除此之外，
市自来水公司近期还实
施了一水厂净水工艺系
统改造工程。待两大工
程完工，一水厂将解决
枯水季节供水量不足等
问题。

枯水期供水有保障

日照一水厂将不再“喊渴”

曲师大日照校区

明年招500名硕士
本报9月27日讯 (记

者 张萍) 各大学近日
公布了2013年硕士研究
生招生简章，曲阜师范
大学日照校区明年将面
向全国招收约500名硕士
研究生。

据了解，曲阜师范
大学日照校区招收的约
500名硕士研究生，涉及

到13个学院的多个专业。
另外，报考者需先

进行网上报名，报名的
时间为10月10日—10月
31日，网上报名以后，报
考者还需在11月1日—11

月14日期间进行现场确
认。研究生考试笔试将
于明年1月进行，复试将
在4月份进行。

袁利强当选为日照团市委书记。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雪佛兰亮相齐鲁晚报车展

迈锐宝钜惠行动最抢眼

9月22日，齐鲁晚报汽车博览会在太阳广
场隆重开幕。由迈锐宝领衔，雪佛兰携旗下
全明星，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关注，成为本
届齐鲁晚报车展上最大的亮点之一。

雪佛兰七区区域营销相关负责人表示，
凭借卓越的产品综合性能，迈锐宝为国内中
高级车细分市场提供了新选择。雪佛兰品牌
正联手全国经销商开展迈锐宝“钜惠行动”，
全系达2-2 . 5万的优惠使其成为日照地区消
费者能买到的首款不到15万元的欧美中高级
车，在山东市场的销量较 6月同期增幅达
200%。可以说，历经八代传奇的雪佛兰迈锐
宝现已成为山东地区最为热销且性价比最
高的车型之一。

此外，雪佛兰旗下其他畅销车型的表现
也十分抢眼。全民理想家轿新赛欧6月份销
量达到25380辆，上半年累计销售137654辆，以
月均超过2万辆的骄人战绩，成为小车市场
当之无愧的销量冠军；而新生代性能中级车
科鲁兹则以9 . 58万元的价格起售，与同级车

相比，性价比优势凸显，上半年销量累计达
118018辆，跻身中级车市场前三甲；“都市力
量”SUV全新科帕奇、新生代越级性能小车
爱唯欧也分别低至19 . 99万、6 . 98万起售，使得
雪佛兰展台上演了一场“抢车潮”，成为日照
齐鲁晚报车展的“销量人气王”。

本届齐鲁车展，雪佛兰展台超过300平米
展台的采用了充满科技感的设计，时尚、大
气的展台风格在众多品牌的展台中独树一
帜，精彩的表演也让雪佛兰成为车展最受瞩
目的焦点。尤

在本届齐鲁晚报国际车展上，雪佛兰全
明星阵容为本市兼具眼界与实力的新生代
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元化的用车选择，并以超
强的优惠政策为时下准备添购爱车的消费
者打造了一场饕餮盛宴。作为雪佛兰全球中
高级旗舰车型，凭借着优异的产品综合性能
以及极具竞争力的价格，迈锐宝将赢得更多
消费者的青睐，在日照地区的中高级车市场
实现更大的突破！

碧空月圆逐花影，龙灯笑舞闹中秋。9

月28日-30日，华润置地主办的“月满中秋
润传祝福”业主感恩回馈系列活动在华

润中心·凯旋门营销中心成功举行，知名民
间剪纸艺人于秀芬现场献艺，以精湛的剪
纸技艺震撼全场，在中秋来临之际，为所有
凯旋门业主献上了真挚祝福。

荟萃经典艺术

回馈尊贵业主

活动当天，华润中心·凯旋门营销中心
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温馨气氛，现场不仅有
工作人员为业主们精心准备的专属港式月
饼礼包，还有写真拍摄、剪纸欣赏、DIY灯
笼、许愿树等别具特色的环节，为业主们带
来了重重惊喜。

刚领完月饼礼包的业主刘女士一家在
摄影师的帮助下，拍摄了一组温馨和睦的
全家福。“平时忙工作，休息的时候忙家务，
好长时间没有全家人一起拍张全家福了，
没想到华润会有这么贴心的安排，真的很
感动。”刘女士高兴地表示。据了解，拍摄完
成后，华润置地还将赠送精致装裱相框。

日照家喻户晓的民间剪纸艺人于秀芬
亲临现场，她出神入化的剪纸手法令业主
们惊叹不已，同时也跃跃欲试。在欣赏了精

彩绝伦的剪纸表演后，DIY灯笼等环节紧随
其后，业主们兴趣盎然地大显身手，其中甚
至有十岁的孩子也像模像样地创作自己的
灯笼，在纯手工的乐趣体验中，欢声笑语不
断，整个现场一片温馨。

最后，业主们在许愿树前许下节日愿望，
中秋活动画上了休止符，但华润中心·凯旋门
的幸福生活却只是刚刚开始。相信未来，凯旋
门业主将在这里畅享更加美好的人生。

凯旋门开盘热销

于城市中心创造璀璨奇迹

自入驻日照以来，华润置地始终秉承
世界500强央企的城市使命，以品质给城市
带来更多改变。华润中心·凯旋门在入市之
初就受到日照人民的广大热捧，开盘之日
更是创造了日照前所未有的热销奇迹，于
中心之上，成就高品质住宅典范。

首席国际滨海都市综合体华润中心，
择址日照CBD核心区位，容纳高品质住宅
典范凯旋门、集约式旗舰商业五彩城、世界
级高端商务配套的五星级酒店、城市星空
奢享国际精品公寓、中央商务标杆OFFICE

国际5A级写字楼等五大顶级配置业态，以
高品质博得了广大市民的信赖，即将为日
照带来国际化生活体验。

尊贵业主 感恩回馈
华润置地金秋双节盛会圆满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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