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2013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三

编辑：刘伟 美编/组版：赵长通

今日日照

身边·特别报道 C052013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三

编辑：刘伟 美编/组版：赵长通

今日日照

身边·特别报道

7月22日，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彩
虹共产党员服务队再一次走进农村的
田间地头，开展用电安全知识宣传和
用电咨询活动，并帮助村民解决用电
难题，让农户切实感受到“你用电，我
用心”的供电服务理念。 (邢宪蕊)

为民服务从心开始

由于连日高温难耐，家用
电器使用频繁，针对这一严峻
形势，国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
司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加
强企业和居民用电加强计划管
理，避免重复停电。 (赵秀海)

夏季高温来临之际，国网山东
莱西市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积极
开展各种送清凉活动，将关心关爱
生活困难群体、履行社会责任、促
进社会和谐作为一项重要举措。

(赵秀海)

为迎峰度夏做足“功课” 合理安排电网运行

确保居民用电安全
关爱电力 服务当先

近日，国家电网山东莱西市供电
公司深入企业检查自用电设备运行情
况。面对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快速攀升
的状况，公司深入企业检查设备运行
存在的问题，确保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戴书展)

检查企业客户用电

近日，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结合迎
峰度夏工作和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组
织干部员工认真分析安全风险，制定安
全措施，提高员工安全责任意识，扎实进
行设备隐患排查，确保电网平稳度夏。

(邢宪蕊)

7月19日，国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
4名共产党员服务队员来到龙水社区
居民家中，为他们检查家用漏电保护
器运行状况。这是该公司党员服务队
夏季送温暖的具体内容之一。(赵秀海)

上门服务，

夏季送温馨

近日，国网莱西市供电公
司围绕优质服务的工作目标，
积极推进行风建设，开展职业
道德、职业纪律等教育，在工作
中积极实践优质服务。 (杨芳)

7月22日起，国家电网山东莱西市
供电公司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农网
线路专项治理活动，活动为期一个月，
通过此次活动确保农网安全稳定。

(戴书展)

强化夜间值班巡视 推进行风建设 开展农网线路专项治理

7月19日，国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
司召开信息系统深化应用工作分析调
度会，各部室对所承担指标的失分项
进行了分析，明确责任分工并制定了
提升措施。 (温英杰)

召开信息系统深化

应用工作分析调度会

近日，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在做好日
常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夜间值班及
巡视工作，积极开展夜间巡视、测温、故障
排查等，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
度排除可能出现的故障。 (刘文龙)

日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责令企业年检

通知书

各未检企业：
截止目前，你单位尚未接受

2012年度企业年检。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
管理条例》《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
构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企业年度检验办法》
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7月30日前
向我局申报、办理2012年度年检手
续，并接受逾期年检违法行为的
处理。

6月30日前批准延期年检的企
业，若未在批准延期时限内参加
年检，一律按逾期年检违法行为
予以处理。

企业已进入清算或者破产程

序但尚未办理注销登记的，应参

加企业年度检验。

内资企业联系电话：0 6 3 3 -

8816073

外资企业联系电话：0 6 3 3 -

8717067

未检企业名单详见日照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公告栏(日照市北京

路188号日照大厦一楼大厅 )或登

录 日 照 红 盾 信 息 网
(www.rzaic.gov.cn)

日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本本报报第第二二届届出出国国留留学学咨咨询询会会本本周周六六启启动动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张萍)

自本报首届出国留学咨询会在
日照举办后，赢得了家长和学子
的广泛赞誉。不少家长纷纷致电
本报希望有机会和专家直面交
流，获得权威的留学咨讯。应家长
和学子们的要求，本报定于7月27

日 (本周六 )举办齐鲁晚报第二届
出国留学咨询会，届时专家还将
亲临现场为学子们量身打造个性
化的出国留学方案。

对于家长而言，最关注的莫过
于孩子能为通过海外留学镀金，有
一个美好的未来。然而，海外留学
一定要有周密的计划和长远的规
划，从留学和就业到今后的发展一
定要有一个长达10年的规划，这样
一来学生可以少走许多弯路。此次

参与咨询的专家封玲告诉记者，很
多家长对出国留学并不完全了解，
总以为进入海外大学就高枕无忧，
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

“海外大学不同于国内大学，
学校一般是宽进窄出，因此打好语
言基础十分关键。学子要谨慎选择
大学预科课程，更好地衔接国外大
学，有的学生只想到考雅思和托
福，而忽略了大学预科课程，到国
外大学后仍然需要重新学习预科
课程，即耽误了时间也浪费了金
钱。”封玲说。

出国前，家长可以和子女共
同探讨留学的国家、专业和以后
的职业方向，对留学生涯和国外
的状况有一个较合理的、符合客
观实际的期望值。现在有些家长

一味追求工商管理、计算机、生
物技术等热门专业，不管原来所
学专业是否与之相符，也不管孩
子的基础知识是否能适应和完
成所选专业，结果孩子留学后学
习困难重重，加上国外高等教育
大都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一些
人因成绩不合格而中途退学或
没有获得学位，浪费了时间和金
钱。

封玲建议学子应树立正确的
留学观念，不能抱着“镀金混洋文
凭”的想法。其次，申请学校时，应
该找准定位，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
长选择专业，而不要一窝蜂选择热
门专业。应该申请适合自己的学
校，千万不可一味地追逐名校。另
外，留学生如有空闲、有精力，尽可

能兼职打工。“不是为了挣钱。更重
要的是，通过打工，能锻炼自身的
能力、了解当地的生活和风俗习
惯、提高语言能力等。

在咨询者当中，费用也是家长
很关心的问题。封玲说，出国留学
现在早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工
薪阶层可以提早广泛地了解英联
邦国家。在欧洲很多国家如德国、
芬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公
立大学是免学费的，几万元就够
了，这给工薪阶层家庭的学生提供
了留学空间。

如果您对出国留学有任何疑
问,都可以拿起电话,让专家支招选
择一条经济又稳妥的留学“捷径”。
咨 询 电 话 : 1 8 6 6 3 3 9 2 8 7 0 、
18660275656、0532—85953918。

今年旅游旺季开始半个月，每天6万人次来万平口看海

游游客客量量排排行行：：河河南南、、江江苏苏、、日日照照、、临临沂沂

七月阴雨虽然多

游客仍超九十万

7 月 23 日，记者从万平口风景
区管理处了解到，7 月中旬以来，每
天景区内的四个停车场几乎停满
车，车流量比七月上旬增加了三成
多。“作为日照的旅游会客厅，万平
口景区往往是外地游客来日照的
首站，其客流量能够粗略说明来日
旅游游客的基本情况。”万平口景
区管理处一工作人员说。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旅行社的
印证，记者电话采访了市区6家旅行
社，有九成多地接团将万平口作为
日照旅游首站。

从该工作人员出具的万平口
景区人数统计表中，记者发现，虽
然七月中旬阴雨天比较多，但客流
量粗略估计依然达到了 910760 人
次以上。“上周客流量就已经达到
457140人次。”该工作人员说。

游客外省为主

省内临沂较多

根据万平口景区近半月的统

计数据，来万平口看海的游客中，
有43万余人次是省内游客，而剩下
的48万余人次则来自外省。

“外省游客中，以河南人数最
多，超过21万人次，这其中有近20万
人次是通过旅行社组团来到日照
的。”万平口景区一工作人员说，江
苏省来日旅游人数超过89940人次，
位居第二位。

除了上述两地，外省游客较多
的额还有安徽省、山西省和河北
省，半个月时间，均超过2万人次。

省内游客方面，除了日照本地
有 43000 人次以外，临沂人来日照
旅游位列其余城市之首，超过 35400

人次，其次则是潍坊和枣庄人。
与外省游客多组团旅游不同，

省内游客多乘私家车旅行。在万平
口景区内的停车场内，随处可见车
牌为鲁Q、鲁G、鲁C的外地车辆。

中老年游客居多

二次来日照者不多

7 月 22 日，记者在万平口景
区、世帆赛基地和王家皂民俗村三
处采访调查后发现，在乘坐大巴车
组团旅游的外地游客中，超过 40 岁

的中老年游客明显多过年轻人。
记者随后咨询了多家日照地

接旅行社，一名旅游从业者直言：
“来日照旅游的，超过六成都是中
老年人。”

22日在万平口景区，记者见到
了一辆郑州籍旅游大巴，导游介绍
车上共有45位游客，其中有30位游
客是中老年人。而另一辆徐州籍旅
游大巴上，50位游客中，中老年人超
过40位。

据导游郑女士介绍，他们旅行
社现在的主要业务之一的“日照-

青岛专线”，每周可以发超过4个团。
“报团的以中老年人居多。”

“这条线旅游旺季标价350元左
右，时间一般为两天一夜。价格相
对便宜，时间也较短。属于中低档
次的消费路线。”郑女士说。

“另一方面，二次来日照旅游
的人也很少。”另一位导游周女士
说。22 日，记者在王家皂随机采访
了20名外地游客，其中以前来过日
照的只有5位。

“主要是因为，日照缺少吸引
年轻人的东西，来日照多半就是看
看海，也不能购物，也没有其他娱
乐项目。”周女士说。

1166 岁岁儿儿子子偷偷开开车车游游玩玩

父父亲亲跟跟踪踪凌凌晨晨““偷偷””车车
家教闹剧惊动警察

本报7月23日讯 (见习记者
赵发宁) 23日凌晨2点，16岁

小明(化名)偷开爸爸的车带着
三位朋友到万平口玩，结果刚
停好车20分钟，车就没了。小明
赶紧报警，后经警方调查，原是
小明父亲为给儿子一个教训，
将车偷偷开走。

23 日凌晨 3 点，日照市公
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一起车
辆被盗的报警，接警后，特警支
队和万平口派出所民警先后赶
到现场进行调查。

“车辆被盗是严重的刑事
案件，局领导也很重视，对现场
勘查后，我们将报警人带回所
里详细询问情况。”万平口派出
所所长白敬君说。

回到所里，办案民警了解
到，报警人小明 (化名 )今年1 6

岁，当晚偷偷地开着家长的黑
色别克车外出，并带着3名朋友
在万平口浴场玩耍时将车子丢
失。

得知这一情况后，民警与
男孩母亲取得联系，其母亲道
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据小明母亲介绍，23 日凌
晨 1 点多，丈夫出差回来时发
现，家中车子不见了，家里的备

用钥匙不见了，儿子也不在家，
于是就猜到是儿子将车偷偷开
出去。

随后，丈夫用GPS定位功
能查找到了车子的位置，接着
来到万平口停车场将车子悄悄
开走，造成一种车子被偷的假
象。

小明的母亲告诉记者，儿
子经常偷着驾车外出游玩，由
于他未成年尚不能取得驾照，
害怕他驾车闯祸，所以她就和
丈夫演了这出戏，目的就是想
教训教训孩子。

小明对母亲的表述没有异
议。据了解，小明和三个朋友先
开车在市区转了几圈，凌晨2点
来到万平口景区游玩。

“我是偷偷开车出来的，见
车子丢了，也不敢给爸妈打电
话，所以就赶紧报了警。”小明
说。

小明的母亲说，他们夫妻
俩就想给儿子一个教训，以免
以后闯祸才知道后悔。

“他很聪明，但就是不好好
学习。我们夫妻俩从没教过他
开车，他是无师自通的。学会了
之后就经常偷偷开车出去玩。”
小明的母亲说。

自7月10日以来，中小学以及大中专院校陆续开始放暑假，日照的旅游旺季也来了。据统计，日
照旅游旺季开始半个月以来，作为日照旅游首站，也是日照会客厅的万平口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
过90万人次，来日照旅游的以外省人居多，其中河南游客累计已超过21万人次。

省内游客中，除了日照，来看海的最多的是临沂人，累计有 3 . 54 人次。

本报记者 李清

本报记者 辛周伦 见习记者 林萍 王在辉

不不会会游游泳泳的的游游客客千千万万小小心心

就就就就算算算算套套套套着着着着游游游游泳泳泳泳圈圈圈圈
也也也也最最最最好好好好只只只只在在在在浅浅浅浅水水水水区区区区玩玩玩玩

多数游泳圈无产品认证

7月23日上午10点，万平口海水浴场已有很多
人搭着帐篷在沙滩上先占了位置。海水里，几个
大人带着孩子在嬉戏，附近的商家则不停地向游
客兜售泳衣和游泳圈。

记者发现，多数在售的游泳圈都标有“此非
救生用品，仅供儿童在成年人监护下的浅水中使
用”的字样，但还是很多人会套着游泳圈往深水
区走。而且除了提示字样，游泳圈上并没有标注
有关商家和质量认证的信息。

据一位经营游泳圈的商家介绍，他们出售的
游泳圈分为塑料和橡胶的两种，游客购买最多的
就是塑料充气的游泳圈。”塑料游泳圈30元左右
一个，卡通造型和艳丽的图案，小孩子们都挺喜
欢。”

游客大多不在意泳圈是否标准

在万平口海水浴场，记者随机采访了 10 位
套着塑料泳圈在大海中嬉戏的游客。对于他们手
中的塑料泳圈是否存在安全质量问题，所有接受
采访的人都表示没有这种意识，也很少关注游泳
圈上标注的信息。

日照本地人赵女士称，她每年都会多次来浴
场，每次也都是凭借泳圈下海，但从未考虑过泳
圈质量。

“我虽不会游泳，但每次就在浅海玩，水也不
深，套上泳圈不会出现什么危险的。”赵女士说。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一些商铺还租售气垫、
橡皮筏等，同样上面也没有相关的认证信息。对
于记者质疑这些游泳设备的安全系数时，老板
说，“没有问题，游泳都用这个的。”

游泳圈不合身易被风浪打脱

对于游泳圈质量问题，万平口海上救助大队
队长李大伟指出，不会游泳的游客，最好扶着海
里的防护栏戏水，即使佩戴游泳圈，也不能到深
海里去。

“游泳圈并不是专业的救生器材，虽然具有
辅助作用，但如果不合身、佩戴不准确，或是发生
漏气等，进入深海很容易发生危险。”李大伟说。

“ 7 月 19 日那天，一位黑龙江籍游客，根本不
会游泳，一大早套上买的游泳圈就独自下海了。
结果风浪把游泳圈给吹跑了，他差点溺水，幸亏
有经过的人发现，我们才把他救了出来。”李大伟
说，游泳圈不合身，很容易被吹走出现意外。

“一些儿童、妇女也要注意，千万不要坐在或
是趴在游泳圈上，塑料材质的游泳圈受压后极易
发生破裂。”救生员小朱说，在沙滩上也不要坐在
游泳圈上面，以免刺破泳圈。

李大伟强调，“不管使用哪种游泳辅助工具，
一定不要过分依赖它，提高警惕，这样才能减少
意外的发生。”

一年一度，日照的旅游旺季又来了，每年的
旅游旺季，海边都会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事，“走基
层 蹲警营 逛景区”，本报今天起推出“赶海”
栏目。

本报将在日照沿海万平口、灯塔广场等著
名景区，安排专职记者，为市民，也为游客提供
服务，本报还将与沿海各派出所合作，推出旅游
旺季各类安全信息，供市民以及游客参阅。

如果您遇到海边的新鲜事，欢迎您联系我
们；如果您旅游途中遇到不快，欢迎您联系我
们；如果您想要分享日照旅游的故事，更欢迎您
联系我们。

请您记住，我们的记者就在海边，就在您身
边，拨打 0633-8308110，有事尽管说！

（刘国林 刘伟）

前海一线

本报记者 李清

自7月13日至23日，11天当中
有9天是阴雨天。日照旅游因此受
影响较大。阴雨天气游客人数是
晴朗天气的一半。

22 日上午 11 点，日照海边气
温一度达到了 30℃。记者来到万平
口景区，景区商品摊贩处的游客满
满当当，走道内的空间被过往的行
人占用。

下午两点开始，景区内下起

了一阵急雨。下午四点雨彻底停
了，这时再看景区内，游客数量比
上午11点时，少了一半。

据万平口景区的一工作人员
介绍，连日的阴雨天气给景区的
客流量造成不小的影响。

“往年在八月之前的各个星
期，客流量人数应该程逐渐递增
的趋势，而今年旺季第一个周客
流量共有 457140 人，但第二个周
只有 453620 人次，不升反降。”该
工作人员说。

而在王家皂民俗村内，多数
家庭旅馆都有空房。“以前这时
候，房价是淡季的五倍，但今年到
现在，只是淡季的三倍。”一渔家
乐老板说。

万平口景区内，摊贩李女士
说，由于连日阴雨，她不得不减少
商品陈列。

“旺季就集中在七八月份，短
短几十天时间阴雨天气就占了十
来天，我们的摊费昂贵，再这么下
去，只能降价处理了。”李女士说。

炎炎夏日，海中畅
游避暑，日照市各海水
浴场迎来客流高峰，很
多游客随手买一个游
泳圈就冲进海里。

7月19日，一名黑
龙江籍游客，虽然使用
了游泳圈，但还是差点
溺水，多亏救生员及时
出手相助才安全上岸。

7月23日，万平口
景区海上救助大队队
长李大伟介绍，游泳圈
并不是救生设备，“使
用这种游泳圈的游客，
最好只在浅水游玩。”

连连日日降降雨雨，，渔渔家家乐乐房房价价受受挫挫

记者观察

22 日，万平口景区内一处停车场，牌子和电子提示屏上关于车位剩余量的标识，有点不一致。
本报见习记者 赵发宁 摄

海边浴场最常见的就是套着泳圈下海的游客。
本报见习记者 赵发宁 摄

策划者说 记者调查

绿色佳园----

“绿”动日照科技生活新典范

2013年7月20日，由日照城建集
团公司率先倡导的“城建·绿色佳园
业主提前回家看看”看房活动，在绿
色佳园举行。这次活动彰显了日照
城建30年对品质的自信，活动当天日
照城建组织工程部、客服部、物业公
司、市场部、工程监督、办公室等相
关部室陪同业主观看了业主自己购
买的房子，并当场解答了业主的每
一个问题，现场无法解决的问题，都
详细做了记录，并及时通知有关人
员处理，整个活动受到了业主一致
好评。日照城建集团始终坚持不求
做大，只求精益求精的企业发展战
略，致力营造“我的生活，我的家”，
恪守着诚信、和谐、品质、价值的企
业经营理念，秉承精于业、专业事、
多用心、铸品质的信念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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