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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城事

自自己己捏捏黑黑陶陶免免费费带带回回家家作作纪纪念念
本报小记者活动招募 30 人

本报 9 月 28 日讯(通讯员 李
希云 崔恩君 记者 张永斌) 9

月 25 日至 26 日，日照举办了第四
期全市农家书屋管理培训班。来自
全市各区县的业务科长、新上任的
文化站长和 180 余家农家书屋管理
员共计 200 余人参加了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是为进一步
提高农家书屋管理水平，推进全市
农家书屋管理长效机制建设，更好
地服务广大农民群众。这次培训结
束标志着日照市 1190 余家农家书
屋管理员已轮训完成。

培训班特意邀请了日照市图书
馆的专业人员就图书管理知识及操
作流程作了深入细致讲解和实际操
作指导。并邀请了山东爱书人有限
公司的负责人就 e 农影库的使用方
法进行现场操作指导。

培训班上，学员们主动参与现
场互动、热情高涨，纷纷就日常管理
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提问和交
流，授课老师认真细致地一一作了
解答和指导。通过两天的培训，学员
们系统掌握了农家书屋的图书分
类、上架编号、日常管理等方面知识
和 e 农移动影库的使用方法。学员
们还现场参观了东港区申家坡村农
家书屋。

这次培训，增强了全市农家书
屋管理员们的业务技能，激发了工
作热情，为进一步提高农家书屋管
理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农民群众奠
定了基础。

1190 余名管理员

完成农家书屋轮训

本报 9 月 28 日讯(记者
张萍) 日照是黑陶文化之乡，
黑陶在日照古代的居民生活中
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想了
解黑陶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吗？
想体验一下制作黑陶的乐趣
吗？那就报名参加齐鲁晚报小
记者团的 DIY 黑陶活动吧，名
额仅限 30 人，预报从速哦。

本次 DIY 黑陶活动的举行
时间为 10 月 7 日上午 8：30-11：
30。本报将安排大巴车统一前往
位于北京南路东海峪村(龙山文
化遗址)的慧敏黑陶制研发中
心。小记者在那里，不仅可以了
解黑陶文化，感受黑陶的魅力，
还能现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亲

手捏制一个创意黑陶模型，并可
在模型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孩子们制作好后，本报将
邀请专业人士将小记者们的
作品烤制成成品，免费送给小
记者。由于黑陶烤制之前需要
自然风干，所以小记者们拿到
自己的成品需要一个月左右
的时间，需要耐心等待。黑陶
烤制完成后，可以保存很多
年，这对孩子们来说，具有独
特的意义和价值。

由于本次活动需要统一
乘车，并需要承担部分材料和
加工费用，所以每位参加活动
的小记者需缴纳 30 元活动费，
每位小记者需在一名家长陪

同参与活动。活动名额有限，
报满为止。

齐鲁晚报小记者活动是齐
鲁晚报的社会公益性活动，每
月至少举行 2 次，活动旨在提
高孩子们的社会实践能力，为
孩子们开辟精彩的第二课堂。
自本报小记者团成立以来，已
举办过上百次丰富多彩的社会
实践活动，如做蛋糕活动、采茶
活动、参观奶牛场活动、体验气
象播报员活动等，深受孩子们
的喜爱。

目前，齐鲁晚报 2014 年度
小记者开始招募了，全年的活
动经费为 200 元，报名的家庭还
可免费获赠全年齐鲁晚报一份

(价值 180 元)、小记者太阳帽和
小记者证。凡是加入小记者团
均可参与齐鲁晚报的小记者活
动，还可在本报“乐学”版面上
发表作文。另外，团体报名小记
者还可享受优惠活动，3 人以上
报名每人优惠 10 元，5 人以上
报名，每人优惠 15 元，10 人以
上报名每人优惠 20 元。欲报从
速哦。

了解活动详情，可加入齐
鲁 晚 报 日 照 妈 妈 群 ：
230817037。报名地点：齐鲁晚报
日照记者站(位于烟台路日照市
住建委东侧，丽城花园西门沿
街 19 号楼 105 房间)。报名咨询
电话：18663392870。

六艺茶馆开业，按古代历史时期设六个房间

爱爱茶茶人人又又有有喝喝茶茶好好去去处处

本报 9 月 28 日讯(记者
李玉涛) 28 日上午，日照六艺
茶馆正式开业，填补了日照市

高档茶馆的空白。据了解，六
艺茶馆负责人翟文伟是日照
YBC 扶持的创业青年，曾获得

山东省创业大赛日照赛区一
等奖。

据了解，日照六艺茶馆从今
年年初开始筹备，为日照市首个
高档茶馆。茶馆共分为炎帝神
农、鲁周公、唐、宋、明、清六个房
间。每个房间都按照各个时期的
茶文化进行布局、设计。

茶馆负责人翟文伟说，泡茶
含有中庸之道，真正的茶文化应
该承载着儒、释、道文化。“之所以
把开业的日子选为 9 月 28 日，是
因为这天是至圣先师孔子的生
日。”翟文伟说。

“六艺茶馆的开业填补了日
照高档茶馆的空白，对于茶文化

的传承和弘扬有着重要作用。”
开业典礼上，一位发言者说。

茶馆还邀请了来自江苏
宜兴的技师，现场制作茶壶。

据了解，翟文伟是日照
YBC 扶持的创业青年。28 日上
午，众多 YBC 扶持的创业青年
齐聚茶馆，庆贺茶馆开业。从
北京远道而来的著名书法家
还向茶馆赠送了墨宝一幅。

据悉，今年 YBC 计划全年
扶持日照创业项目 50 个以上，
其中全额配比资金项目 10 个
以上，三年累计扶持项目 120

个以上，带动就业岗位 900 个
以上。

2013 年 7 月 17 日的连云港柘
汪港区烈日炎炎、暑气蒸人，时不时
有尘土飞扬，为奋战在这里的日照
检验认证有限公司的一线检验人员
平添了许多困难。就在这种复杂的
工作环境下，日照检验认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日照公司)王岩总经理
亲赴柘汪港区检查指导一线人员镍
矿鉴定、取样工作。

此次是日照公司首次在柘汪港
区开展镍矿检验工作，王岩总经理
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带领多名检验
鉴定人员亲赴柘汪港区对镍矿水尺
计重、取样方案等进行详细的了解，
并就后续镍矿取样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一是必须严格按照各自职责
和检验标准、规范的要求现场轮流
值班、24 小时参与取样工作，确保
在新卸货物的表面上随机采取份
样；二是取样工作记录，及时对当日
的工作进展向总经理做详细汇报；
三是要遵守当地港口相关规定，检
验鉴定时注意个人安全。

在港区卸货现场，王岩总经理与

客户、船货代进行面对面深入沟通交
流、听取客户意见建议，一方面积极
宣传日照公司围绕镍矿及其他货物
的检验鉴定工作的“全流程服务”和

“一站式服务”，另一方面积极捕抓镍
矿检验鉴定市场信息，践行中检集团

“关键是实干”的检验路线。
通过与船货代交流，王岩总

经理得知某知名第三方检验鉴定
机 构 在 镍 矿 水 尺 鉴 定 报 告 盈 吨
200 ，而镍矿实际发货量亏吨 600 ，
一正一负 800 吨，折算成人民币约
1 5 万，使客户蒙受巨大损失。随
机，在港区现场召开临时会议，对
检 验 鉴 定 人 员 工 作 质 量 提 出 要
求，以此为契机、抢抓机遇的同时
勤于思考、完善工作质量，赢得客
户、留住客户。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强手林
立，不强则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
王岩总经理的领导下，日照公司定
会以实干的精神，创新的魄力，向集
团、客户交出一份亮丽的答卷。

（隋耀宗）

亲亲赴赴一一线线强强质质量量
----王岩总经理亲赴柘汪港区检查指导工作

7 月 25 日,山东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
书记周建安陪同国家质检总局督导组到
日照地区督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开展情况，并到日照检验认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日照公司)调研指导工作。

周建安局长查看了日照公司办公场
所，了解了公司组织机构、部门设置情况
并和班子成员进行座谈。在听取了日照
公司总经理王岩所做的工作汇报后，周
局长对日照公司新班子一年来取得的成
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日照公司能从
提高工作质量、加强内部管理、转变服务
意识上着手采取措施应对激烈的市场竞
争，业绩取得明显增长是来之不易的。

周建安局长就日照公司下一步工作
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进一步加强班子建
设，提振干部职工的精气神。二是加强队
伍建设，培养人才、稳定队伍、提升干部
队伍整体水平。三是积极开拓市场，研究
新形势、新任务。四是求真务实,以为民务
实清廉之风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为提升
检验鉴定机构的服务水平，打响 CCIC 民
族品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周建安局长到

日照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调研指导工作

王岩总经理亲赴柘汪港区检查指导一线人员镍矿取样工作。

王岩总经理与客户、船货代深入沟通交流。

淋漓的秋雨也阻挡不住人们热
忱的脚步，9 月 28 日上午，莲花汽车
日照昊杰 4S 店宽阔明亮的展厅里
热闹非凡，现场参加活动的嘉宾和
热心观众朋友们身穿有莲花 4S 店
统一提供的 T 恤衫，长信·书香河畔

“全城海选形象代言，冠军奖励莲花
轿跑”第三季在这里隆重开幕。

长信·书香河畔“全城海选形
象代言，冠军奖励莲花轿跑”第三
季比赛现场精彩不断，选手们各自
拿出自己的绝技，用动听的歌声、
优美的舞姿深深地吸引了现场的

观众，赢得阵阵掌声。惟妙惟肖的
伟人秀演出也将全场气氛推向了
高潮。全城海选形象代言第三季现
场投票的透明方式，现场唱票的严
格程度以及无评委、无嘉宾的比赛
规则，投票现场几次出现选手投票
数相等的现象，充分的体现出本次
比赛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最后按
照最终得票数评出本次比赛的前
三名。您也可以通过网络投票来支
持您所喜爱的选手，网址：http://
www.changxinjituan.com/。

(张忠华)

热热热热烈烈烈烈祝祝祝祝贺贺贺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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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9 月 2 8 日讯 (通

讯员 李娜) 9 月 1 日，两
城镇开始了第三季度育龄
妇女计生普查工作。两城镇
党委、镇政府把育龄妇女普
查服务工作作为计划生育
工作的重点来抓，确保全镇
计划生育工作开好头，起好
步，为 2 0 1 3 年争先创优打
下良好的工作基础。

为方便育龄妇女，几年
来计生服务人员坚持到村
普查。提前通知各村妇女主
任普查的时间，按照管区部
署普查顺序，做到让村里早
通知，早安排，也方便错过
本村普查时间的育龄妇女
到临近村庄普查。

为配合外出务工妇女
和留守妇女外出务农，延长
计生服务人员在村工作时
间，做到在外出务工妇女上
班前进村，下班后仍在村，
在不影响农村育龄妇女工
作的基础上完成普查工作。
同时，对计划外人员和外来
人口进行深入排查，确保计
划生育的有效控制。以“亲
情服务，互动交流”为平台，
在提高群众满意度上作文
章，与普查对象面对面交
流，及时回答育龄妇女所提
的各种问题。并且加大了普
查力度，做到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未雨绸缪，不留尾
巴。

两城镇开展计划生育第三季度普查

来自北京的著名书法家向茶馆赠送墨宝。 本报记者 李玉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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