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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城事

艳阳路北段开通缓解交通压力

海海曲曲路路公公园园路路交交会会口口禁禁左左取取消消

本报 8 月 13 日讯
(记者 张永斌 ) 日照
市新增 10 家医保定点
单位推出优惠让利项目
和药品，其中市直 9 家，
东港区 1 家。

据了解，第三批发
布优惠药品让利品种10

项，目前总计89家定点
单位推出优惠让利项目
和药品184种，总体优惠
让利幅度不低于5%。

为进一步减轻参
保人员就医购药负担，
日照市组织医疗保险

定点单位开展诊疗项
目、药品让利参保人员
活动。今年 6 月份，日
照市 67 家医疗保险定
点单位针对医保参保
人员，对 154 项药品进
行让利。

据了解，医疗定点
单位信息发布平台的搭
建，将进一步推进医疗
保险定点单位实施让利
参保人员制度，推动定
点单位在提高服务质
量、开展良性竞争，方便
参保人员上下功夫。

新增 10 家医保定点单位
推出优惠让利药品

8月1 3日，日照港第二十五届职工技术比赛
暨第四届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日照港港西区七
号泊位拉开帷幕。比赛设轮式挖掘机、胎式起重
机两个项目的实际操作比赛。参加比赛的44名选
手分别来自日照港的各个生产单位，他们的年龄
在 26 岁至 30 岁之间，属于标准的青工选手。

图为参赛选手通过操控挖掘机，利用挖斗左
侧的 L 型提钩取瓶倒酒。

本报记者 刘涛 摄影报道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徐艳) 8

月12日，东港交警大队的民警将海曲
路-公园路高峰时段禁止左转的提示
牌摘下。据了解，自12日起，该路段禁
止左转的禁令正式取消。记者从东港
交警大队获悉，近期艳阳路开通分担
了公园路的通行压力，遂取消了该路
段的禁令。

海曲路-公园路高峰时段禁止左
转的禁令开始于 2011 年 5 月份。由于
海曲路上东西路段车流量较大，公园
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状况严重，当
时日照交警直属大队通过多方勘察
和民意调查，决定在海曲公园路口(海
曲路与公园路交会口)上下班高峰时
段施行“只允许车辆在此路口直行，
禁止车辆左转”的管理措施，禁转时
间夏天为 7：30-8：30、17：30-18：30，
冬天为 7：30-8：30，17：00-18：00。

实施至今效果明显，海曲路-公
园路路段的交通拥堵情况得到了很
大的缓解。不过这也给很多住在附近
的车主带来了一些不便。

“有时下班回家，因高峰时段限
制左转，我必须绕行一段路才能回
家，有些不便。”居住在公园路一小区
的一名车主告诉记者。

近日，艳阳路北段(海曲中路-济

南路)开通，分流了很多海曲路的车
流，也大大缓解了公园路口的交通压
力。于是东港交警大队的民警就想到
了取消高峰时段禁左措施(海曲路-公
园路路段已由东港交警大队管理)，听
到这一消息后，不少居住在附近的车
主高兴不已。

8 月 13 日，记者来到新开通的艳
阳路看到，这条新开通的路段是海曲
路北侧的一条南北方向的道路，该路

段开通后，很多车辆可以经由这条路
到济南路和山东路。

中午 12 点半，记者在海曲路与
公园路交会路口看到，悬挂在红绿
灯杆上的禁止左转标志已经被取
下，红绿灯也进行了重新的设置。另
外，按照以往，此路段在 1 2 点左右
是车流高峰时段，但该路段并没有
出现车流积压的情况，整个路段交
通秩序井然。

防横穿马路

又添新护栏
8 月 13 日，不少市民发现，

在北京路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
中间的路沿石上安装了内扣型
的护栏，将行人与非机动车分
开。

据日照交警部门介绍，这些
用来隔开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
的隔离护栏意在引导行人到斑
马线或人行横道上过马路，防止
行人因随便横穿马路造成交通
事故。据了解，威海路、济南路、
烟台路也都相继安装了此类护
栏。

本报记者 徐艳 摄影报道

本报第三届出国留学高端咨询会本周六启动

专专家家将将现现场场解解析析去去韩韩国国留留学学的的利利与与弊弊
本报 8 月 13 日讯(记者 张

萍) 随着海外留学的日益普遍，
不少日照学子纷纷将留学目的
地瞄准为韩国。去韩国留学对日
照学生而言有哪些优势呢，本报
特邀请青岛国际交流协会理事、
青岛华威国际教育交流学院院
长封玲女士来为大家解析。

近几年，韩国频频推出有利
于国际留学生在当地学习和就
业的利好政策。据了解，韩国文
化及历史背景与中国相近，在教
育制度上也很相似，学生对那里
的生活和学习，需要的适应周期
相对较短，因此去韩国留学渐成
新风气。因此到隔海相望的韩国
留学对中国学生是一个很好的
时机。

青岛华威国际教育交流学

院资深留学顾问针对韩国留学
市场做出了具体分析，目前直至
将来很长时间，韩语人才的紧缺
造成大量韩商来华投资十分不
便，翻译成本居高不下，尤其以
中小韩国企业最为明显，即使是
开出重金聘请，也不一定能请到
好的翻译；大型韩国企业、财团
以及即将来华的韩资银行也十
分期望自己的在华机构能早一
步实现本地化。

而不少在韩留学多年且熟
悉韩国企业文化的中国留学生，
自然是这些大型跨国企业的首
选。据了解，在这些大型企业工
作的起点往往较高，收回留学投
资也远快于其他国家；另外，有
不少留韩学生毕业后选择继续
留在韩国深造或发展。韩国政府

也十分期望既有语言能力又有
学识的中国学生留在韩国，以解
决出生率低、思维僵化等社会问
题。毕业的留学生时常被推荐到
一些文化传播组织和大型企业
就职，如三星、金星、大宇工业、
LG 、SK 、现代等等韩国公司在
中国投资建厂，大力提倡人才本
地化，大量需要懂韩语、有海外
留学背景、熟悉国内市场运作的
人才，有许多学成回国的学生被
韩国公司聘请来开拓、管理在中
国的分公司，给学生一个施展才
华、体现自我价值的广阔空间。

青岛国际交流协会理事、青
岛华威国际教育交流学院院长
封玲表示，除了上述优势以外，
韩国大学的专业设置都与国际

社会接轨，就业前景十分乐观。
韩国企业在中国广泛的投资和
中国产业发展专业人才的庞大
需求，更会带来无限的就业机
会。

据了解，韩国教育体制严
格，严进严出，政府监管力度强，
教育水平高，因此含金量高。另
外留学韩国申请周期短，手续便
捷，韩国留学的全套手续(包括申
请到获得签证)大概需要三个月，
而且只要条件符合、材料规范，
签证率即为 100%。

韩国低廉的学费对于工薪
家庭而言也是不错的选择。家庭
年总收入在 6 万元以上即可满
足在韩留学生活基本费用。大部
分学校的本科及研究生课程享
受部分学费减免，并提供高额奖

学金，如加入保险还可享受一定
比例的医疗减免。韩国奉行宽松
的勤工助学政策，年轻人可以依
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学业。超市收
银员、餐厅工、教授中文、有偿社
团等活动，都可以维持基本留学
费用，社会实践也有利于学生融
入社会完善自我。

齐鲁晚报第三届出国留学
高端咨询会将于本周六启动，如
果您想进一步了解出国留学的
政策和讯息，都可来到咨询会现
场，与专家现场交流。咨询会地
点为齐鲁晚报日照记者站(位于
烟台路、住建委东侧，丽城花园
西门沿街 19 号楼 105 房间)。您
也可以拿起电话，连线专家，答
疑解惑。咨询电话：18663392870,
18660275656，0532 — 85953918。

日照供电公司漏电

保护技术下乡

岚山区配网智能化

实现“不停电少停电”

组织开展供电

服务大整顿活动

日照供电公司发布

“二维码”电子名片

落实四项措施

确保电网运行

8 月 1 1 日，国网日照供电
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及漏电保护
器厂家技术人员对河山镇申家
坡社区村民家中进行漏电保护
器排查，帮助安装更换漏电保
护器。目前，仅河山镇申家坡社
区就已安装完成 300 余户。

(高晓华 路磊)

8 月 5 日，日照 110 千伏汾水
变电站 10 千伏加工区线用电负
荷导至新架设的 10 千伏荻海砚
线和荻海胜线，顺利实现线路

“手拉手”。至此，日照市岚山区
智能配网自动化建设任务全部
完成，让“不停电少停电”成为现
实。

(高晓华 任鲁飞)

8 月 8 日，国网日照供电公
司印发《“供电服务大整顿”活动
方案》，决定利用 2 个月时间，改
进服务作风、提升服务效率、提高
客户满意度，健全完善客户抢修
服务应急体系，全面落实“首到必
修”，落实“电管家”、“便民小贴
士”等小服务举措，推动优质服务
水平再上新台阶。(高晓华 刘旭)

8 月 9 日,国网日照供电公司
发布营业人员二维码电子名片，这
是继应用缴费终端二维码后的又
一项新举措。客户只要使用手机上
的二维码识别软件识读工作人员
工牌上的二维码，即可将二维码中
包含的姓名、联系方式、电子邮件、
公司地址等信息按列存入到手机
通讯录中。 (高晓华 王伟)

8 月 6 日，国家电网日照供
电公司室，扎实做好电网迎峰度
夏工作。一是加强设备特巡。二
是严格停电计划管理。三是随时
了解雨情、汛情，切实做好汛情
处置、抢险救灾等工作。四是深
化配网抢修指挥、组织、流程、制
度、作业、装备和物资“七个标准
化”。 (高晓华 张军)

艳阳路北段开通后，海曲路和公园路交会处的禁左措施也随之取消。
本报记者 徐艳 摄

挖掘机倒酒，真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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