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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

五莲县公安局加大电动自行车管理力度

车车身身电电池池打打编编码码，，免免费费上上““户户口口””

本报 11 月 4 日讯(通讯员
何丽媛 记者 王裕奎) “任大
爷，以后您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
给我打电话。”东港区人民检察院
干警小王在河山镇汪家官庄入户
走访时递上一张党群“双向直通”
联系卡说。

为积极响应东港区委党群
“双向直通”活动，进一步密切检
群联系，东港区检察院迅速行动，
组织干警走进河山镇、日照街道、
石臼街道等乡村和社区帮扶困难
群众。

为此，该院率先制定详细的
实施意见，要求每位干警至少联
系 1 名党员和 1 名困难群众，定
期走访，上门联系，做到与困难群
众“面对面 心贴心”的交流，并填
写《党群“双向直通”登记表》及

《党群“双向直通”工作记录簿》，
全面了解困难群众的基本情况，
保证针对性地进行帮扶。

从 10 月 29 日到 11 月 1 日，
该院 59 名党员全部实现了与帮
扶党员群众的第一次对接，收集
到困难需求 18 条，为群众解答法
律问题 22 件，有效地拉近了检察
干警与群众的距离，为发挥检察
职能、更好地服务群众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东港检察院干警

面对面解答问题

汽车的车架和发动机都有唯一的编号，五莲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和电池，马上也能有
唯一的编号了。有了编号，公安机关在破获盗窃案后，会更容易找到失主，而且也方便了公
安部门对电动车的管理。

本报 1 1 月 4 日讯 (记者
徐艳 通讯员 王念东

董静 ) 自 11 月初开始，五莲
县公安局将从城北派出所、城
关派出所、洪凝派出所三个城
区所开始，逐步在全县范围内
免费实行电动车打码实名登
记，在每一辆电动车车身和电
池上打上编码，给电动车上

“户口”。
据五莲县公安局工作人员

介绍，长期以来，居民购买电动
自行车，不用落户登记，车辆缺

少专属于车主的特征信息，这
个看似便民的买卖过程却给犯
罪分子提供了作案机会。

“有些犯罪分子以偷盗电
动自行车为主业，给市民造成
较大的损失，而且公安机关破
案后，却无法准确找到失主。”
该工作人员说，就是为解决这
些问题，五莲公安开始推行电
动车免费上“户口”。

据了解，所谓上“户口”就
是公安机关把车主信息编制
成独一无二的车辆专有识别

号码，用自行研发的专利设
备，将号码打印在电动自行车
车架、电瓶上，连同电机、车架
号码构成了电动自行车的特
别“户口”，广大居民就可以理
直气壮地对自已的车辆宣示
所有权。

据介绍，实名登记给电动
自行车上了三重“保险”。

一是电动自动车打码后，
一旦发现嫌疑车辆，公安机关
可以通过号码快速查到车主，
既破了案，又为失主找回了被

盗电动车。
二是即使嫌疑人盗走车

辆后，也会因为车辆专有号码
的存在而无法顺利销赃，因为
广大居民都了解电动自行车
实名登记服务工作的好处，不
会有人购买来历不明的二手
电动自行车。

三是电动自行车被盗后，
公安机关能够利用电动自行
车专属号码以及车辆的其他
信息侦查破案，破案后将被盗
车辆及时返还给失主。

近日，东风日产宣布全新一
代天籁·公爵将于广州国际车展
正式亮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副总经理任勇表示，全新一代天
籁·公爵集超长轴距(2900mm)和
豪华驾乘享受于一体，是中高级
车市场上独一无二的豪华车型。

任勇说，因为产品的加长，
全新一代天籁·公爵将会为消费
者带来更为尊贵的豪华体验。全
新一代天籁?公爵的推出，将改
变中高级车市现在盛行的‘两代
同堂’局面，转而成为‘两强同
堂’，中高级车市的‘ L ’(Long 、

Luxury=加长、豪华)时代由全新
一代天籁·公爵正式开启。

近年来，中国汽车市场上的
“两代同堂”局面颇为风行，新旧
车型基本以高低价格搭配的方
式征战市场。新世代天籁与全新
一代天籁·公爵的组合，则有望
改变这种格局。

一直以来，天籁的舒适性有
口皆碑。以舒适为基础，新世代
天籁和全新一代天籁·公爵针对
不同消费人群带来不同的价值
选择——— 新世代天籁以出众的
操控性满足消费者对时尚动感

的需求；而全新一代天籁·公爵
将以加长车身和豪华配置满足
消费者对尊贵享受的需求，为消
费者带来同级最为出众的豪华
体验。可以说，两款车型以“价值
原则”实现了创新并行，可谓是
实实在在的“两强同堂”。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市场
销售总部副总部长杨嵩则称：

“通过加长产品和丰富豪华配置
赢得市场认可，豪华车市场已有
成功先例。现在，豪华车市场的

‘ L ’风刮到中高级车市。我们坚
信，全新一代天籁·公爵将在中

高级车市大有作为。”
一直以来，公爵作为天籁的

高端车型，继承了 NISSAN 品牌
高级轿车的尊贵血统和豪华配
置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
全面豪华的产品实力，公爵更成
为见证中日友好关系的使者。

早在 1972 年，时任日本首相
的田中角荣便赠予中国改革开放
总设计师邓小平一辆公爵，该辆
公爵于 1973 年首次运到中国；
1978 年，邓小平参观日产汽车工
厂之后，更称赞日产让其“知道了
什么叫现代化”；2008 年公爵国产

化以来，凭借一系列远超同侪的
技术配置，其一举奠定了中国中
高级车市场上的豪华标杆地位。

即将于广州国际车展亮相
的全新一代天籁·公爵，不仅在
豪华配置上大幅进化，更将以同
级别首款加长车型的身份，继续
引领中高级车市的潮流。

作为 2013 年底最重磅的中
高级车，全新一代天籁·公爵将
给市场带来新的震撼。

中高级车市“ L ”时代的大
幕，也将正式由全新一代天籁·
公爵拉开。 (通讯员：齐海艳)

全全新新一一代代天天籁籁··公公爵爵即即将将亮亮相相广广州州车车展展
中高级车市正式进入“L”时代

本报 11 月 4 日讯(记者 李
玉涛 通讯员 张敏 许贞超 )

记者从日照市质安站获悉，日
照市推荐了 7 项工程申报 2013

年下半年度省优质结构杯奖。
为深入贯彻落实“质量兴业”

和“精品工程”战略，进一步提高
全市工程建设质量水平，日照市
质安站本着严格把关、宁缺勿滥、
好中选优的原则精心挑选了包括
日照市图书馆工程在内的 7 项工
程申报 2013 年下半年度省优质
结构杯奖，并于近日将申报材料
报送省质监总站。

据悉，省质监总站将于 11 月
中下旬组织复查，在此期间，市质
安站将继续加强管理，严控质量，
进一步引导和激励工程参建各方
加强过程控制，创建人民满意的
优质工程。

7 项工程申报

省优质结构奖

社区 110

立体防控

11 月 4 日，石臼边防派出
所民警到万平社区，进行立体
防控。

据介绍，社区警务室是社
区警务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民固边模范社区管理探索出

“网格化管理”社区警务模式，
即在社区大格局不变的基础
上，将社区划分为若干个单元
网格，并搭建社区信息化平台，
来整合社区资源，提升社区服
务质量。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摄影
报道

日日照照市市选选拔拔 1100 名名首首席席技技师师
推荐人选向十大产业方面的职业（工种）倾斜

本报 11 月 4 日讯(记者
张永斌 ) 中共日照市委组织
部、日照市人社局发布公告，近
期开展 2013 年度日照市首席技
师选拔推荐工作。首席技师是
日照市技能人才的最高荣誉，
是全市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杰出
代表。

日照市首席技师选拔范
围：日照市各类所有制经济、社
会组织中，具有技师以上职业

资格、在一线岗位上直接从事
技能工作的人员，符合条件的
自由职业者也可参加。

全市选拔日照市首席技师
10 名。各区县推荐不超过 5 名；
市直各部门及各大企业推荐不
超过 3 名，中小企业推荐 l 名。

日照市首席技师推荐工作
以各区县、市行业部门、市属大
企业为单位进行。推荐人选由
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会同有关方面遴选产
生，经本级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审定后，于 11 月 20 日前将推
荐人选名单及有关材料报送市
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工作办公室
(设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日照市首席技师选拔管理
工作办公室负责对各区县、单
位申报的推荐人选有关材料的
初审、复核，确定候选人。11 月

底前，市首席技师评审委员会
进行综合评审，确定人选名单，
经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并
公示后，报市政府命名表彰。

首席技师是日照市技能人
才的最高荣誉，是全市高素质
技能人才的杰出代表。推荐的
人选要围绕日照市蓝色经济
区、现代服务业等发展规划，向
日照市重点建设的十大产业方
面的职业(工种)倾斜。

本报 11 月 4 日讯(通讯员 王超) 今年
以来，五莲县供电创新班组建设方式，通过实
施“手拉手”组织促进、“口对口”专业带动、

“齐步走”整体推进等举措，搭建班组“比、学、
赶”平台，有效提高了班组技能水平，实现了
班组建设的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比学赶”提升班组建设能力 “一对一”服务大客户

本报 11 月 4 日讯(通讯员 李兴隆)

今年以来，国网莒县供电公司对全县
重点大客户启动“一对一”服务，主动介
入，提前了解客户用电需求，开通用电绿
色通道，提供一站式服务，较好地满足大
客户的用电需求，获得了客户的好评。

四项措施
确保农村安全用电

本报 11 月 4 日讯(通讯员 王超) 今年以
来，五莲县供电公司扎实推进农村用电安全“强
基固本”工程，及时发现和消除农村用电安全隐
患。一是规范农村临时用电管理；二是加强农村
输配电设施安全防护；三是加强专业技术体系
的建设；四是严格农村用电检查、稽查落实。

积极帮助企业绿色发展

本报 11 月 4 日讯(通讯员 张韬) “在
你们的指导下，我们将风机内的传统低效电
机更换成了高效三相异步电机，电能消耗将
比原来减少 15% 左右。”11 月 3 日，莒县恒盛
食品厂经理对前来为该厂指导工作的国网莒
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能效服务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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