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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近日，日照检验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日照公司)申请的“极限水分”、“货物积载
因数”货物检验检测资质顺利通过中国理货
协会，从而我公司又新增一项检验检测资
质。检测范围包括两项，一是货物适运水分
极限、颗粒分布、积载因数检测并出具检测
报告；二是货物含水率检测并出具检测报
告。

此次申请的资质顺利通过认定，是中国
理货协会对日照公司检测水平和技术实力
的认可，同时为公司开展新的检测业务提供
了资质保证。该资质的取得，使公司业务面
得到进一步拓展，业务发展空间将更为广
阔，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促使公司检
测能力和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日照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将进一步强化
质量管理工作，完善工作流程，提高检测能
力，发挥服务效能，更好地为广大客户提供
高效、便捷、优质的全流程服务。 张艳

日日照照检检验验认认证证有有限限公公司司新新增增检检验验检检测测资资质质
—具备“极限水分”、“货物积载因数”货物检验检测能力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张善伟 李琦) 近日，五莲县供电公司近百名工作人员集
中开展会战，冲刺35千伏管帅变电站与35千伏汪湖变电站建设。两座变电站建成后，将为
温泉度假区及当地生产生活提供更加可靠的供电环境。

冲刺两座变电站建设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林西玲) 近
日，五莲县供电公司以各供电所为单位，组
织了260多名电工组成13支“三秋保电”服务
小分队，对全县范围内的养殖户、蔬菜大棚、
临时用电及供电线路进行了一次地毯式的
安全用电“体检”。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王波 许传
柏) 五莲县供电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协助农村客户对自有用电设施隐患进行整
治，张贴宣传告知书1800余份，督促指导正
确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发现有损
坏或退出运行的，及时提醒更换。

为农村安全用电“把脉问诊” 整治自有用电设施隐患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于飞) 9日，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举办的迎“十艺节”系列
活动暨大型电视连续剧《急诊室的故事》启
动开机发布会在五莲举行。五莲县供电公司
对本次活动周密部署，全力确保活动间的安
全可靠供电，全方位保障活动用电需要。

爱在重阳

老幼同乐

10月13日上午，日照少年宫携手石臼街道社区在中盛老年幸福公寓
举行“爱在重阳”慰问演出活动。少年宫的师生们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为爷爷奶奶表演了众多精彩的节目，博得了现场观众以及爷爷奶奶们
的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孩子们和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聊天谈心，帮
助爷爷奶奶打扫卫生，让爷爷奶奶们度过一个快乐而温馨的重阳节。

“走敬老院献爱心”活动是日照少年宫7年来一直重点打造的品牌公益
活动，通过此类活动的举办，让孩子们学会感恩，懂得感恩，把尊老敬老
爱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植根于心。 (张鑫)

全力为“十艺节”保电 全面提升居民生活用电质量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王超) 为全
方位保证居民用电质量，五莲县供电公司加
强居民用电服务质量监管，提升供电服务水
平。一是加强有序用电管理，保障用电需求；
二是优化工作流程，保障用电及时；三是加
强投诉管理，保障投诉渠道畅通。

国庆节特巡变电站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张
善伟 杨宝栋) 为保证国庆节期
间五莲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庆节
期间，五莲县供电公司组织多部
门、多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县23处
变电站设备进行地毯式的排查、巡
视，及时消除了设备缺陷，杜绝了
事故发生的可能。

加强0MS实用化

培训提高应用技能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林西玲
张加茂) 为进一步提高调控人员对OMS

系统的应用能力，五莲县供电公司积极开
展OMS系统实用化培训，操作人员熟练掌
握了新版本的各项功能并熟练应用，减轻
了工作量，充分体现了电网“大运行”的强
大优势。

三项措施提高合同管理水平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王超)

五莲县供电公司全面加强合同管理，提
升法律风险防控能力。加强合同法规的
学习、培训，增强法规的掌握和应用能
力；全面实行合同管理责任制，严格使
用合同示范文本；加强合同全过程管
理，建立绩效考核机制。

秋季安全用电“做到家”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于飞) 9日，五莲县供电公司开
展秋季安全用电宣传活动。组织
专业人员深入居民社区、乡村农
户，为居民检查室内线路和电器
设备，排除安全隐患，同时向居
民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把秋
季安全用电宣传工作“做到家”。

政企联动，

强化农村用电安全

本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王波)

五莲县供电公司把安全用电“强
基固本”工程重心转移到广大农村，
加强与乡镇政府、村委的联系沟通，
与电业治安执法部门密切协作，建
立用电稽查、电力设施巡视协同工
作长效机制，确保农村用电安全。

最美不过夕阳红。11日早上7点，40名年龄在40岁至80岁的
中老年人，在会展中心门口集体练太极。“我们都是自发来的，
只要天气不是太恶劣，我们每天早上在6：00-7:15来这里练拳锻
炼身体。”80岁的王聚先介绍，自己是教练，每天免费教这些学员
练习太极。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赵
发宁 通讯员 朱云泉) 11日
早上6点左右，太阳从海平面上
跃出，阳光洒在海面上。70余名
50至70多岁的中老年人不惧较
低的气温，聚集在万平口海水
浴场，以晨泳的形式庆祝“重阳
节”，迎接“十艺节”。

据了解，这些中老年人都
是日照市冬泳协会的队员。他
们还特制条幅“冬泳健身庆重
阳，老人节里寻健康”。“每年的
6月份到11月份，我都来到日照
住几个月，每天早上都跟队友
们一起到海边游泳。”73岁的张
登松说。张登松家住济南，退休

后在日照买了房子，每年夏秋
两季都是在日照度过。

早上六点多的海边还有很
浓的凉意，但是这些游泳爱好
者毫不畏惧，呼喊着健身的号
子，奔向浩瀚的大海。来自河南
的一名老人说，刚开始，她只是
站在海边看着别人游泳，后来
在队员的鼓舞下，尝试着下水，
时间长了，就不觉得水凉了。

据了解，这支活跃在日照
市区的老年冬泳队伍，春夏秋
冬四季不停。已经成为日照市
的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通过
冬泳健身的示范效应，唤起了
广大市民的健康意识。

10月13日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今年的重阳节有些特别，
因为这一天也是法定的第一个老人节。尊老敬老是中国民族
的传统美德，在近几日，社会各界人士也发起了各种慰问老
人，给老人送祝福的活动。如大学生给敬老院、福利中心的老
人带来演出，有的饭店推出老人免费就餐活动。

有些身体不错的老人，还在重阳节这天到海边游泳，以此
给自己过一个特殊的重阳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让我们祝福
他们健康长寿。

东港区103周岁老人彭为忠，长寿没什么诀窍

不不抽抽烟烟不不喝喝酒酒不不挑挑食食，，““吃吃亏亏是是福福””记记心心头头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姓名：彭为忠
性别：男
生日：1910年6月10日
后代：育有七儿三女
饮食：喜食猪肉不喜鱼
养生格言：一辈子光吃亏不赚便宜，不与人打
不与人闹

东港区南湖镇上湖村有位老寿星，名叫
彭为忠，生于1910年，今年103周岁了。比他小
13岁的妻子彭徐氏，也已经90周岁了。

11日，记者来到彭为忠老人家。见到彭为
忠老人的时候，他正拄着拐杖站在院墙外数
着自家院墙上种的瓜。

“快屋里坐，快屋里坐。”老人拄着拐杖迎
上前来高兴地说。老人头戴灰色小帽，精神矍
铄，脚步略慢但很平稳，与人说话总是面带微
笑，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走进堂屋，首先映入眼帘是正中间挂着
的一幅大大的“寿”字。整个屋子被拾掇得的
干净有序。屋角处放的是一提篮刚剥壳的花
生米和几袋没剥壳的花生。

彭为忠今年103周岁了，育有七儿三女，
大儿子今年80多岁了，小儿子54岁。与老人一
起生活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老人与第一任
妻子生了三个儿子，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彭
为忠又娶了比他小13岁的现任妻子，并又生
育了四子三女。

老两口相互照应着生活，彭为忠每天都
会拿着斧头、锯子劈些柴火用来烧火做饭。老
两口还在房前屋后和院子开辟菜园，种着各
种蔬菜。蔬菜有韭菜、葱花、茄子、辣椒……

院子的中央是一口压水井。据彭为忠的
妻子彭徐氏介绍，这口井已经有50多年了，泉
水清冽，附近的邻居经常到他们家里来挑水
泡茶。

彭为忠老人的牙口很好。他说，一天三顿
饭，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除了不太喜欢吃
鱼，偏爱吃猪肉外，他从不挑食。老人不喜欢
喝酒也不喝茶，更不抽烟。问起老人长寿的秘
笈，彭为忠老人笑眯眯地说：“我这一辈子，不
与人打不与人闹，只知道吃亏是福，不赚人便
宜。自己也没想到能活这么大。”

彭为忠老人有点耳聋，跟他说话得凑到
耳朵上大声说才能听到。不过这却阻挡不了
他喜欢跟人拉家常。

说起现在的生活，老两口都很满意，“不
愁吃不愁穿，这个年龄也没有啥别的愿望，能
再多活几年就好。”彭徐氏老人说。

13日，由牵手志愿者协会组织的200多名志愿者，走进日照
市社会福利中心陪老人们共度第一个法定老人节。这些志愿者
不仅有社区居民，还有来自8所高校的大学生。为了能给老人们
带来更多的欢声笑语，大学生志愿者们带来了舞蹈、歌曲、小
品、武术、戏曲等表演。

“不仅仅是老人节，我们每个月都组织志愿者到社会福利
院和老人们一起交流，给老人们义诊，理发。”牵手志愿者协会
副会长辛伟说。 本报记者 王在辉 摄影报道

10月13日是今年的老人节。中午12点左右，大润发附近
的八斗厨火锅店里，甚是热闹，不少子女陪着家里的老人来
这里吃火锅。原来该店这天推出了对老人用餐的特惠活动。
凡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不限户籍，来八斗厨用餐全部免费。

该店店长周家凤介绍，关于当天60岁以上老人免费吃
火锅的横幅在一周前就挂出来了。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摄影报道

10月12日，“迎重阳 城投杯”日照龙舟(第二站)比赛
在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水运基地成功举办。本次比赛由日照
市体育局、日照市体育总会、日照市市城投公司主办，市龙
舟协会承办。

来自全市各区县、市直各有关单位、大学城各大高等院校的
19个代表队的28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此次比赛。

本报记者 刘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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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乐打太极

冬泳队员们下海冲浪。 本报记者 赵发宁 摄

70多位老人晨泳庆重阳

百岁老人档案

老人免费吃火锅 赛龙舟迎重阳

社会福利院传笑声

雷锋司机走进敬老院
10月13日是中国第一个法定的“老年节”。在老人节来临之

前，日照市大众出租汽车公司雷锋车队的司机师傅们，在10月
10日自发组织走进日照市奎山敬老院对老人进行慰问。他们买
来大米、面粉、花生油等送到敬老院，并走进老人住所与老人谈
心聊家常，受到奎山敬老院老人们的欢迎。

本报记者 刘涛 摄影报道

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
消费目的也由防病治病扩大
到延缓衰老、益智健身等多
种需求。一些不法商人正是
盯上了这一点，打出极具人
性化关怀的“亲情牌”，用免
费义诊、健康讲座、发放赠品
为诱饵，巧设各种“迷局”进
行欺诈。

打着各种旗号

商家骗人手段多

时下针对老年人的消费
陷阱有很多，有的商家打着

“绿色、健康”的旗号，宣称其
产品是“包治百病、治病于无
形”的灵丹妙药，片面夸大保
健品功能，使消费者误以为
保健品可以替代药品使用，
耽 误 了 治 疗 疾 病 的 最 佳 时
机；有的商家称自己保健品
获多种国际认证、或是国外
进口高科技产品，大打“高科
技”旗号，劝说老人购买商品
肯定物超所值，吸引老年人
花高价消费；还有商家以“义
诊”、“健康讲座”等免费体
验、免费试用、免费赠送、免
费抽奖的手法，给老年人“洗
脑”后行骗。

近来，以独居的老年人
为对象，以感情交流为手段，
采取“喊爸妈、交朋友” 等
方式获取老年人的信任和好
感，骗取老年人高价购买不

需要的商品的情况液逐渐增
多。常见的欺骗手段还包括
以“特效药”、“病友”现身说
法为幌子，将老年人骗入消
费陷阱。

要提高警惕

不急病乱投医

重阳节刚过，工商部门
提醒老年消费者，老年消费
者要相信科学，选择正规渠
道体检或就医。不要病急乱
投医，不盲目买药，不轻信游
医诱导，摒弃花钱就能买来
健康的错误观念。莫贪小便
宜，要警惕类似的免费体检、
免费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
话会等活动。

工商部门还提醒，切莫
轻信路边商贩的广告宣传，
对推销保健品的行为及各种
免费服务保持高度警惕，而
应根据各自健康状况，有目
的、有针对性地选择，不能泛
用保健品。推销商往往临时
租赁经营活动场所开展经营
活动，流动性强，产品的售后
服务质量难以得到保障，消
费者权益维护难度也较大。

老年消费者消费者如果
发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要及
时拨打12315进行维权；如果对
商品认证标志或产品许可号
有疑问，可向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或质量监督部门咨询。

治百病、免费送、高科技，骗人招数花样多

独独居居老老人人须须
防防消消费费陷陷阱阱
本报记者 许妍 通讯员 刘琳

岚山工商加强

老年消费市场监管

本报10月13日讯 (记者
李清 通讯员 刘琳 ) 10月
13日是传统重阳节，为净化老
年用品市场，保障老年人消费
安全，岚山工商分局多措并举
加强整治老年人消费市场。

为加强违法行为查处，岚
山区工商分局加强重阳节日
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该局
对辖区各超市、商场等经营户
进行清查，重点查看重阳糕、

菊花酒、老年保健品等节令食
品进货手续、保质期限、QS标
志等生产包装，确保索证索
票、进货台账制度落实到位，
维护重阳节日食品消费安全。

同时，岚山区工商局加强
宣传教育和促销活动监管。通
过发放宣传单、发布消费警示
等方式加强消费指导，揭示不
法保健用品经销商的各种欺
诈手段，公布举报投诉电话，

动员群众举报案件线索，及时
受理和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
案件，提高老年消费者的依法
维权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该局还对商家以义诊、讲
座、免费试用等形式开展的促
销活动实施重点监管，要求开
展促销活动的商家必须提前
向辖区工商部门报备，提交有
关专家、器械的证明材料，确
保活动的真实性、有效性。

103岁的彭为忠和90岁的妻子彭徐氏。

优
惠
活
动

体
育
赛
事

提个醒

10月12日，日照市东港区昭阳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对社
区内的特殊老人进行了拜访。

居委会工作人员首先来到对社区文艺工作奉献力量的尹
德惠老人家。随后又来81岁的金光荣家。金光荣与有残疾的儿
子一起生活，日子过得比较困难。见到拜访的社区工作人员，他
高兴地和她们唠起了家常。工作人员还给两位老人送去了节日
礼品。 本报记者 杜光鹏 摄影报道

社区入户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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