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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发布会

日日照照市市图图书书馆馆工工程程主主体体封封顶顶
预计明年下半年投入使用，建成后将设少儿、老年、残障阅览室

本报 10 月 13 日讯 (记者 张
永斌) 本报 9 月 26 日以《 47 名选
手比拼看家本领》为题，报道了日照
举办首届茶叶技能大赛一事。如今
又有喜讯，大赛茶艺师比赛项目中，
按操作技能部分的前三名选手的经
审核参加全国茶艺师大赛，她们代
表山东茶艺师与全国高手 PK。

据了解，茶艺比赛操作技能前
三名的选手分别是日照市冠清茶业
的魏娟、日照碧波茶业的王法艳、日
照心语源茶馆的王一庆。

她们即将代表山东赛区参加在
浙江省武义县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茶
艺职业技能大赛。该竞赛由农业部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中国就业
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茶叶学会
三部门主办。

日照茶艺高手

将参加全国比赛

本报 10 月 13 日讯(记者
李玉涛) 12 日，日照市图书馆
工程正式封顶，10 月中旬将完
成主体施工。预计明年下半年
完成项目建设并投入使用。

12 日上午 11 时 27 分，随着
几声礼炮响彻天空，日照市图
书馆工程正式封顶。该项目由
日照市城投公司承担目建设，
当天，并没有繁琐复杂的仪式，
整个封顶仪式简约化进行。

日照市图书馆位于临沂路
以东，菏泽路以西，济南路以
北，西侧毗邻沙墩河，总建筑面
积约 5 . 2 万平方米，概算投资为
2 亿元，是日照市 2013 年度城建
重点工程之一。

该项目建设周期为两年，
由地上 5 层、地下 2 层组成，建
成后藏书量可达 150 万册，集典
藏整理、传统服务、数字化服

务、远程服务于一体，将成为数
字化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相结
合的现代图书场馆。

根据功能需要，图书馆分别
设置了藏书区、借阅区、公共活
动区、行政办公区、图书库、报刊
库及辅助用房等。其中，地上一
层为读者活动和对外服务，分别
设入口门厅、总目录厅、咨询服
务、读者书库、展览厅、培训中
心、学术报告厅以及少儿、老年、
残障阅览室及办公用房。

图书馆二层为多媒体阅览
室、报刊阅览及书库、业务办
公；三层为中文书库、中文图书
借阅室及采编加工区；四层为
办公及辅助用房；五层为活动
室。地下一层为书库、读者餐
厅、商铺及部分设备用房；地下
二层为地下车库以及设备用
房，可停车 175 辆。

据了解，日照市图书馆项
目于今年 5 月 1 日正式开工建
设，施工方中建八局二公司克
服今夏持续高温天气、汛期长

等困难，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加紧施工。预计今年 10 月中旬
完成主体施工，明年下半年完
成项目建设并投入使用。

“一镇一变电站”规划目标将实现

本报 10 月 13 日讯(通讯员
张善伟 殷辉) 今年以来，五莲县
供电公司为了改善境内的电源结
构布局，努力实施“一镇一变电站”
的规划目标。中秋和国庆期间，施
工人员多次加班加点投身变电站
建设，为年底实现“一镇一变电站”
规划目标奠定了基础。

员工思想动态分析常态化

本报 10 月 13 日讯 (通讯员
王波 ) 五莲县供电公司通过

走访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形
式，扎实开展员工思想动态分析，
严格执行员工思想动态分析月、
季报制度，全面收集员工思想状
况，真实了解员工思想动态，有针
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开展安全督察队

督察供电所安全活动

本报 10 月 13 日讯(通讯员 张善伟)
8 日，五莲县供电公司安全督察队分别

到乡镇供电所督察安全活动。随着“安全
生产大整顿”各项工作的逐步深入，该公
司全面排查各项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有针对性的提出整改措施，不断提高公司
安全生产水平。

五莲本月开始电网秋检

本报 10 月 13 日讯(通讯员 林
西玲) 8 日，国网五莲县供电公司对
35 千伏莲石阳线进行秋季检修，标志
着五莲电网年度秋检正始开工，将开
展为期 2 个月的秋检大汇战。为确保
全县电网可造稳定运行，该公司提前
谋划部署，制定可行措施，确保秋检
工作顺利进行。

助推石材企业环保转型

本报 10 月 13 日讯(通讯员 张善
伟) 8 日，五莲县供电公司施工人员
连续奋战，为五莲县石材工业园二期、
三期工程客户上电。在五莲县政府对
石材企业环保治理工作中，该公司及
时周到的供电服务，为石材环保型新
企业投产与落后的老企业关停提供了
快速衔接与顺利发展的充足空间。

本报 10 月 13 日讯 (记者 张
永斌 通讯员 陈剑波 ) 从刚刚
在济南落下帷幕的全省第八届残疾
人艺术汇演中传来喜讯，日照市选
手获 1 个银奖、2 个铜奖、1 个优秀
奖。

本次汇演由省残联、省教育厅、
省民政厅、省文化厅等联合主办，来
自全省的 18 支代表队的 131 个节
目参加评选。

东港区选送的男声独唱《多情
的土地》获声乐类银奖、笛子独奏

《打谷机的笑声》、京胡独奏《琴缘》
获器乐类铜奖，莒县选送的《我的未
来不是梦》获舞蹈类优秀奖。其中，

《多情的土地》被选送参加全国第八
届残疾人艺术汇演评选，获优秀奖。

省残疾人艺术汇演

日照获一银二铜

12 日上午，日照市图书馆主体封顶。 本报记者 李玉涛 摄

114488 个个社社区区岗岗位位““等等待待””高高校校毕毕业业生生
其中高校毕业生社区服务计划 32 名，社区服务公益性岗位 116 名

本报 10 月 13 日讯(记者
张永斌 ) 日照市日前下发公
告，对 2013 年选拔招募高校毕
业生从事社区服务工作进行具
体安排部署。日照市今年共安
排高校毕业生社区服务计划 32

名，高校毕业生社区服务公益
性岗位 116 名。

高校毕业生社区服务计划

招募范围为已参加日照市 2013

年“三支一扶”招募笔试和面试、
未被录取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高校毕业生社区服务公益
性岗位招募范围为应届家庭困
难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难高校
毕业生。要求专科以上学历，年
龄一般不得超过 30 周岁(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高校毕业生从事社区服务
公益性岗位的最长期限为 3

年，每人只能享受一次。鼓励高
校毕业生在岗期间通过积极求
职实现长期稳定就业，从事公
益性岗位时间在重新就业后计
算为工龄。符合就业困难人员
条件的，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
补贴和岗位补贴，所需费用可

从各级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从事社区服务高校毕业生

服务期限为 2 年，在岗期间与
当地其他“三支一扶”人员享受
相同标准的工作生活补贴，并
统一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服务
期满考核合格后享受与当年其
他“三支一扶”服务基层项目同
等优惠政策。

本周将有两次降温 最低温度将达到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持，这几天天气
真热，仿佛又回到了夏天一样，但气象台的叔
叔告诉我，本周将有两次降温过程，但最高温
度还在 20℃ 左右。

预计本周日照市主要有两次降温过程，
分别在周初和周末。其中周初冷空气势力较
强，受其影响，14 日傍晚前后到 15 日上午，日
照市有一次小雨天气；同时北风内陆逐渐增
强到 5 级，阵风 7 级，海上 7 级，阵风 9 级；冷
空气过后气温明显下降，降温幅度可达 8 ～
10℃；16 日前后，最低气温内陆 4℃ 左右，部
分地区有霜冻，沿海 8℃ 左右。

市区逐日预报如下：

周一(14 日)：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 3 ～
4 级转北风 5 级，16 ～ 25℃

周二(15 日)：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 4

～ 5 级，11 ～ 15℃
周三(16 日)：晴到多云，偏北风 3 ～ 4 级，

8 ～ 17℃
周四(17 日)：晴到少云，偏东风 3 ～ 4 级，

8 ～ 18℃
周五(18 日)：晴到少云，东南风 3 ～ 4 级，

12 ～ 19℃
周六(19 日)：晴到多云，偏东风 3 ～ 4 级，

13 ～ 20℃
周日(20 日)：晴到多云，偏北风 4 级，13

～ 19℃
父母寄语：你的到来充盈了我们的人生，

你的成长愉悦了我们的生活，感谢你，我们的
小天使——— 草莓。爸妈愿你心存美好，健康快
乐。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整理

姓名：牛雅婷
性别：女
生日 2012 年 09 月 21 日
明星推荐：日照金宝贝早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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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莒县县““东东大大门门””有有了了高高速速入入口口
日兰高速莒县龙山收费站启用，将比走 335 省道缩短半小时

本报 10 月 13 日讯(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宋炜 郭江
峰) 12 日上午 11 点，日兰高速
莒县龙山收费站正式启用，这是
莒县第三个高速入口，将有效带
动莒县东部经济发展。

12 日上午 10 点，日兰高速
莒县龙山收费站八个收费窗口
已全部投入使用，收费站工作人
员在收费亭里等待着为过往车
辆服务。

据了解，日兰高速日照段共
有日照、西湖、莒县东(长岭镇)、
莒县(夏庄镇)四个收费站。其中
西湖、莒县东两互通立交出口间
距达 37 .5 公里，龙山镇位于中间

位置。
而莒县另外两个高速入口

在莒县南边的长岭与夏庄镇，都
在莒县南边。

龙山作为莒县的“东大门”，
对于莒县东部经济以及与外界
连接方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收费站使用后，常年在日照
和莒县两地奔波的车主们可以
节省半个多小时时间。

从日照到龙山收费站 42 公
里，用不了半个小时时间，而下
高速后可以直接通过刚修好的
旅游大道，到莒县也在半个小时
以内，整个行程比走 335 省道要
节省半个小时左右时间。 工作人员热情接待过往司机。 本报通讯员 宋炜 摄

专家做主题报告

强调医药诚信经营

本报 10 月 13 日讯 (记者 王
在辉) 10 月 12 日，由日照市药械
餐饮保化协会主办的日照市“四品
一械”企业发展主题报告会举行。专
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共同探讨医药行
业的诚信经营问题。

本次报告会邀请了日照市委党
校法学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陈淑
智作了《诚信 . 安全 . 发展》专题报
告。其中，药品生产经营使用、餐饮
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
企业和单位 300 余人参加了报告
会。

报告会上，陈教授从诚信社会
建设的现实背景、理论依据、历史审
视和中西方诚信观等方面进行讲
解，并联系实际对诚信的价值和地
位进行重点介绍，指出诚信经营不
仅具有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尤其具
有主体价值；诚信是立身之本、为政
之基、交友之道和兴业之源。

他还指出，诚信经营并非是遥
不可及的高尚行为，而是每个生产
经营者都应履行的义务，作为食品
药品生产经营者，要凭良心做事、靠
诚信经营，要对消费者负责。只有人
人都诚信经营，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才能得到最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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