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日照市“好客山东休闲汇”启动

参参与与微微博博““微微动动日日照照””能能赢赢iiPPaadd

D02 2013年8月12日 星期一

编辑：刘伟 美编/组版：赵长通

今日日照

身边·社会

轿轿车车接接连连刮刮倒倒两两六六旬旬老老人人逃逃逸逸
多亏莒县公路局宋昌利及时施救，肇事车也已被抓获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彭
彦伟 通讯员 王伟) 8 日，宋
昌利又收到锦旗。5 日下午 4 点
20 分左右，一辆轿车接连将两
位六旬老人刮倒后逃逸，多亏
宋昌利帮忙联系把老人送到医
院。

5 日下午 4 点 20 分左右，
66 岁的莒县峤山镇老人陈兆合
骑电动车去上班，行驶到振兴
东路新博物馆附近时被从后边
行驶的一辆轿车刮倒。

刮倒老人后该车并没有停
下来，继续行驶中又将前边另

一位来自沂水的62岁老人吴廷
淑刮倒，随后该车逃逸。

两位老人被刮倒后受伤，
其中陈兆合额头被撞出五厘米
长的口子，血流不止，左胳膊有
一处裂口，也是鲜血直流；而吴
廷淑则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不
省人事。

此时，莒县公路局工作人
员宋昌利正好经过此处。看到
两位老人后，宋昌利赶紧从摩
托车上下来维持现场秩序并拨
打了 120 与 122 ，“现场很多人
帮着一起维持秩序，防止老人

二次受伤。”宋昌利说。
救护车赶到后，宋昌利帮

着把两位老人抬上车。随后宋
昌利又骑着摩托车来到医院，
他用陈兆合的手机联系上了陈
的家人。

帮助陈兆合安顿好后，宋
昌利再次来到吴廷淑的病房，
得知老人并不是本地人，女儿
在郯城、儿子在潍坊，宋昌利给
老人的儿子拨打电话后，一直
等着老人的家属到达医院后才
离开，当时已经晚上 8 点左右。

“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就

走了，我们问叫什么他也不
说。”吴廷淑的儿子袁增裕说。

据了解，目前肇事车辆已
经找到，受伤老人也在进一步
恢复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
是宋昌利第一次救人，去年年3

月28日，本报曾以《女子昏倒路
边 男子停车救人》报道过宋
昌利做好事的事情，同样也是
去年7月27日又以《及时救人险
被认作肇事者》为题报道了宋
昌利第二次救人的事迹。

去年，他两次遇到车祸伤者，两次伸出援手相助，今年他再次出手，将两位被刮倒的
老人送到医院救治，知道被救者家属将锦旗送上门，同事们才知道他又做好事了。莒县
公路局宋昌利，他是一个热心人，他是一个好人……

本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王
裕奎) 9 日，2013 日照市“好客山
东休闲汇”在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在
阳光海岸广场启动。今年的休闲
汇，日照推出了乡村逍遥游等十大
休闲产品。现在“微动日照”微博传
播大赛正进行中，参与有机会获得
iPad4。

9 日晚 18:30，启动仪式在山海
天旅游度假区阳光海岸广场举行，
约有 10000 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据了解，为办好 2013 日照市
“好客山东休闲汇”活动，日照市旅
游局推出了生态田园逍遥游、滨海
渔家逍遥游为主要特色的乡村逍
遥游，以美食和体育赛事为主体的
健身养生休闲游，以休闲旅游产品
为主要载体的旅游休闲和以各类
文艺展演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休闲
游等十大系列休闲产品。

除了上述十大系列的休闲产
品外，还有夏日狂欢周(8 月 12 日-
18 日)和文化休闲周(9 月 16 日-22

日)两个主题周。
“从 2011 年开始，这已经是举

办的第三届好客山东休闲汇了，连
续三年都是从 8 月初到 10 月 31

日。”日照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各区县也同步启动休闲汇。

仪式上，还为“微动日照”微博
传播大赛 7 月份三位大奖得主颁
发奖品，各奖励 iPad4 平板电脑一
台。

从 2013 年 7 月 1 日开始，日
照市旅游局举办了以“太阳在这里
升起”为主题的“微动日照”微博传
播大赛，大赛到 8 月 31 日结束，现
在正在进行中；主办方根据微博主
的微博原创、转发量及评论，每 10

天评出一位大奖得主，奖品是苹果
iPad4。

国际海洋城将在刘家湾景
区举办赶海旅游节。

该旅游节以“赶海拾贝，欢

乐开怀”为主题。
该旅游节以赶海园景区、

金沙岛沙滩高尔夫等景区为主

体，融知识性、参与性、体验性、
观赏性、娱乐性于一体。

本报记者 王裕奎

国际海洋城：赶海拾贝，金沙滩高尔夫

五莲县突出做好与“地方
节庆、生态旅游、休闲体育”相
结合的文章，五莲电影宣传活
动周、大青山旅游修学活动相
继启动。

同时确定了靴石篝火晚
会活动周、文物书画展示活动
周、城区交际舞休闲活动周、
休闲摄影周等六个具有代表
性的主题周活动。

策划了康体健身、美食养
生、旅游度假、文化娱乐、山城
之夏、节日欢庆、水上垂钓、金
秋采摘、旅游修学等九大休闲
系列。

东港区在龙门崮景区举
办“夏日狂欢夜”，带来众多歌
舞魔术杂技，推出冰爽啤酒、

美味烧烤、烤全羊、激情演出
等各色节目。“只要买票进入
龙门崮景区就可参加。”旅游

局工作人员说。此外，竹洞天
风景区举办了全民健身休闲
活动《快乐大闯关》。

东港区：龙门崮景区，举行“夏日狂欢夜”

五莲县：六个主题活动周，突出地方特色

日照50名妇女
一块学创业

本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张永
斌 通讯员 范开进) 日照市首
期妇女创业培训班开班，参加创业
培训的 50 名女性学员将通过 15 天
的集中培训，系统地学习创业知
识，并能享受就业(创业)补贴。

4 日，由日照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日照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
日照市首期妇女创业培训班举行，
将一直持续到 8 月 18 日，为期 15

天。
与以往培训班不同，此次培训

设立了创业沙龙，请到多位成功创
业的女性，让她们分享创业经验。

“姐妹们，创业之路不平坦，我
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并不是我
更聪明，我可能是只比大家多了一
点坚持。”一位分享者说。

据了解，参加创业培训的学员
通过集中培训，将系统地学习掌握
创业的相关知识，并享受政府提供
的就业(创业)补贴政策。

本报 8 与 11 日讯(通讯员 安
茂胜 王伟) 记者从日照市公路
局工程处获悉，8 月 9 日，日兰高速
公路零点收费站连接线开工，预计
11 日竣工通车。

9 日下午 3 点多，气温高达
35℃。市公路局工程处投入摊铺机
2 台，筑路机械设备 11 台(套)，斯太
尔运输车 50 台，每天施工近 15 个
小时，全力加快施工进度。

据了解，该连接线全长 1 . 48 公
里，路面宽 15 米，用于连接日兰高
速公路零点收费站入口和 335 省
道，建成后可方便部分车辆上日兰
高速公路。

日兰零点收费站

连接线开工

“ 2013 日照市好客山东休闲汇”自 8 月 9 日开始至 10 月 31 日。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摄

艺术“包联村”

文化下基层
本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张永

斌 通讯员 陈相林 )8 日傍晚，
“相约十艺节 文化下基层”全市
文艺、美术、图书进“包联村”活动
在洪凝街道小尚庄举行。

活动现场，日照市群众艺术馆
为小尚庄及周边村庄的村民送来
了专场歌舞节目。群众艺术馆还专
门请来了正阳社区的舞蹈队。

日照市美术馆、五莲县的 6 名
书画经现场所做的近 40 幅作品，
赠送小尚庄村；市图书馆为村民带
来了 120 余册图书期刊、1000 余份
卫生保健知识明白纸。

据了解，该活动由日照市文广
新局主办，各区县文化部门和市群
众艺术馆、市艺术剧院、市图书馆、
市美术馆承办。8 月份开始，市直和
各区县每周分别集中组织开展一
次公共文化服务进“包联村”活动。

部分区县休闲汇概览

本报讯 日前，中国石化
山东日照公司以“走群众路线、
转变作风，效益年”为主题开展
实践活动。

活动以“照镜子、正衣冠、
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以

“转变作风、提高效率、服务基
层、关爱员工”为主要内容，以

“六个一”主题实践、“三服务一
争创”、“站长综合素质提升
年”、“忆传统、爱企业、创一
流”、“弘扬优良传统，永葆清
正廉洁”宣传教育月、“机关人
员一线锻炼”为载体，将多项活
动有机结合，整体推进，努力达
到促进工作、转变作风、增强能
力、提高效益和群众满意的目
的。

针对基层普遍存在 “转
变作风，工作在上面”的认识，

认真查找制约企业发展和经营
管理的相关问题，公司领导班
子身体力行，实行新一轮灵活
带班责任制，深入带班的县公
司(片区)，带头开展“六个一”
实践活动，将为基层上一次党
课、组织一次活动、带回一个问
题、提出一项措施、发现一个典
型、撰写一篇论文列入工作计
划，深入经营一线、深入维稳一
线，深入困难一线，以自己的

“辛苦指数”，提升员工、客户的
“满意指数”。

深化“机关服务一线、提升
工作效能、争创一流业绩”活
动，公司机关部室利用“双休
日”结对加油站，比一比，看一
看，找差距，寻不足，务实转变
机关人员的工作作风，使“走基
层”成为公司管理人员的工作

常态。
该公司经理办公室主任石

屹是第一位下基层锻炼的中层
干部，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员工
们在临近 35°高温下工作，始
终坚持高昂的工作热情，以优
质的服务态度对待南来北往的
客户。不论工作多么紧张辛苦，
但只要顾客走进加油站，他们
都会笑脸相迎，热情服务，疏导
交通，帮助加油，介绍商品，深
深的感受到这种动力应该源自
员工对工作的热爱。企业管理
部杨海龙说：一线锻炼不仅体
验了加油站的工作和生活，还
帮助站上促销非油品，锻炼了
自 己 的 适 岗 能 力 和 营 销 能
力……

自 7 月 15 日活动开展以
来，已有 15 名机关人员到加油

站锻炼，有效缓解了日照地区
旅游旺季加油站人员的经营压
力，全面锻炼了机关人员的工
作能力。据统计，促销非油品达
6 万余元。

开展“走群众路线，转变作
风，效益年”活动，自 7 月份开
始到 12 月份结束，这是日照公
司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
动，抵制“四风”的具体体现；是
日照公司全力以赴再创一流业
绩的一项重大举措；是日照公
司帮助解决制约当前企业发展
和经营难题的重要渠道。

此项活动，将多项专题活
动贯彻其中，整体推进，并将活
动列入日照公司的 2013 年度
创先争优的绩效考核，实行“一
票否决”。

(孙平)

中国石化山东日照公司

““走走群群众众路路线线 转转变变作作风风 效效益益年年””活活动动重重实实效效

创业沙龙分享现场，50名妇女
一块学创业。

本报通讯员 范开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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