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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资资讯讯

宝 贝 聊 天

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天气预报员房梓乔。我出生于
2010年9月12日。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平时喜欢唱
歌、跳舞。我爱我的爸爸妈妈，希望快快长大保护他们！爸
爸妈妈给我的祝福：祝宝宝健康快乐成长！好了，接下来是
天气预报。
5日 星期二 阴转多云 8℃~17℃ 南风3-4级
6日 星期三 多云 6℃~20℃ 南风3-4级
7日 星期四 多云 7℃~19℃ 北风3-4级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夹衣类
套装、夹衣、风衣、夹克衫、西服套装、马甲衬
衫配长裤
感冒指数：易发期
天气很凉，季节转换的气候，慎重增加衣服；
较易引起感冒；
洗车指数：不太适宜
洗车后未来1-2天内有降水、大风或沙尘天气，不太适宜洗车
体感度指数：较凉
老年、幼儿、体弱者外出需要带上薄围巾、薄手套。

声明
莱芜市鹏天经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371200228056028，特此声明。

莱芜市鹏天经贸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丢失，代
码：66670140-1，特此声明。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检察院机
动车发票(票号：00023192、00023193、
00023194)丢失，声明作废。

2013年11月5日

本报11月4日讯 (记者 于鹏
飞 通讯员 刘红 ) 11月2日，
由莱芜牵头承担的国家星火计
划重大项目“莱芜猪及其配套系
产业技术集成与示范”顺利通过
验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部农村司巡视员曹一化等领导
及专家一行参加验收。副市长郑
金启陪同参加验收活动。

科技部、省科技厅领导及专
家组一行先后到莱芜猪原种场、

莱芜猪专卖店现场考察，听取了
莱芜市种猪繁育场关于国家星
火计划重大项目“莱芜猪及其配
套系产业化技术集成与示范”的
实施情况汇报。通过现场考察、
听 取 汇 报 、审 查 资 料 和 讨 论 质
询，与会领导、专家一致认为，该
项目针对莱芜猪、鲁莱黑猪及其
配套系产业，建立了种猪繁育、
饲养管理、屠宰加工、市场营销
等各环节的质量保障体系，实现

了优质猪肉的安全生产；研发了
一套完整的肉猪产业链全程跟
踪与可追溯的柔性智能化系统；
首创了吸管药敏快速检测盒；建
成了年产 4 0万吨的功能性饲料
生产线，开发了一套酱卤肉制品
食品安全控制体系。项目实施以
来，累计推广种猪11 . 8万头，带
动出栏特色品牌肉猪18 . 5万头，
实现经济效益 1 0 . 3亿元，带动
8 0 0 0多农户和单位从事莱芜猪

产业，社会效益显著，项目顺利
通过验收。

“莱芜猪及其配套系产业化
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由莱芜市
种猪繁育场牵头承担，聊城华苑
畜牧有限公司、山东龙盛农牧集
团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参与实施。
项目从2011年3月开始实施，到今
年底完成，争取国家扶持资金345
万元，是莱芜市目前争取到的第
一个国家级星火计划重大项目。

莱芜第一个国家级星火计划重大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保保障障莱莱芜芜猪猪优优质质猪猪肉肉的的生生产产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于鹏
飞 通讯员 亓振涛) 近日，从
2013“好客山东休闲汇”活动闭
幕式上传来喜讯，莱芜市共有3
个项目、6家单位荣获全省荣誉
奖项，获奖数量为历届之最。

2013好客山东休闲汇活动
自8月份启动以来，共历时3个多
月。期间，按照全省休闲汇活动
的统一部署，莱芜各级各部门积
极支持和参与，以“美丽乡村、休
闲人生”为主题，策划组织了丰
富多彩的休闲汇活动，极大促进
了全市旅游业的发展。据初步统
计，休闲汇期间，莱芜市共接待
游客26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 1 4 . 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7%和23%。

在此次获奖单位和项目中，
“雪野航空运动休闲主题周”荣
膺全省“最佳休闲主题周”评比
一等奖，大王庄镇、雪野镇、辛庄
镇和房干村荣获“最佳休闲乡镇
(村)”殊荣，羊里镇仪封社区、辛
庄镇城岭社区荣膺“最佳休闲社
区”称号，另外，莱芜市休闲汇启
动仪式和“寻找莱芜最美乡村”
大型电视展播活动分别荣获全
省“休闲汇启动仪式创意”三等
奖和“休闲产品创意”三等奖。

全省休闲汇闭幕

莱芜喜获荣誉多

本报11月4日讯 (记者 徐莹
通讯员 司秀红) 按照山东省

卫生厅《关于印发2013年卫生监
督重点检查计划的通知》及《莱芜
市2 0 1 3年卫生监督重点检查计
划》的要求，今年以来，莱芜市卫
生监督所对全市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和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进
行了重点监督检查。截止目前，该
项工作已完成。

本次检查以辖区内的职业健
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职
业病鉴定办事机构为检查对象，
重点检查了上述机构是否在批准
的资质范围内开展工作，管理制
度是否健全，工作程序和内容是

否按照法规标准要求进行，出具
的报告是否规范，是否依法履行
职业病报告等义务，有关档案是
否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持续
有效运行等内容。

检查情况表明，莱芜市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和职业病鉴定
办事机构的职业卫生工作总体状
况较好。一是我市3家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人员、设备、资质等基
本符合要求，均在批准的资质范
围内开展工作，管理制度健全，工
作程序和内容能按照法规标准要
求进行，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有效
运行，职业健康体检表、体检项
目、总体评价报告基本符合要求。

二是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在工作
场所和单位网站对《莱芜市职业
病鉴定工作程序》进行了悬挂和
公示，并向公众、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做好了《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
理办法》的解读工作。备齐了相关
诊断鉴定的法律文书，组织办事
人员、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诊断
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职业病
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专题培训，
进一步明确了职业病诊断机构的
设置原则、条件和职责，简化了职
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流程，扩大
了劳动者选择职业病诊断机构的
范围，完善了部门协调配合机制，
为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

提供了更多便利。三是职业病诊
断机构牢固树立了责任意识和服
务意识，能够及时全面地告知劳
动者职业病诊断程序和所需材
料，并加强了与用人单位、相关部
门的沟通，实现了对“要求进行职
业病诊断劳动者”的及时接诊。

在检查中也发现了个别单
位 存 在 健 康 检 查 、检 测 档 案 不
规 范 、未 向 卫 生 行 政 部 门 及 时
报告职业病病人及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网络有待进一步完善等
问题。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市
所卫生监督员对有关单位下达
了 卫 生 监 督 意 见 书 ，要 求 其 限
期整改。

11月4日，莱芜供电公司开展
了大棚膜专项治理活动，对重点
部位开展特巡，彻底杜绝安全隐
患，确保线路设备安全运行。

一是组织线路特巡队深入
到大棚种植区，仔细排查塑料薄
膜不牢固的大棚，详细记录检查
情况，定期开展回访检查。

二是帮助大棚种植户设计、
布线、安装用电设备，与大棚户
主详细说明塑料地膜刮到线路
上造成的危害及严重性，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和设备缺陷。

三是对大棚用户开展用电
安全宣传，在种植区醒目处张贴
安全用电常识和用电服务指南。

莱芜市民张先生递纸条：
移动硬盘、U盘无法停止‘通

用卷’设备有什么解决办法？
米粒传答案：

关闭第一种方法(这也是建
议大家最常用的方法)：往往我们
在把移动硬盘或U盘的文件或者
数据取出来的时候，都是用的“复
制”“粘贴”方式，而如果复制的是
移动硬盘或U盘上的文件，这个
文件就会一直放在系统的剪切板
里，处于待用状态。如果这种情况
下我们要删除移动硬盘或U盘的
话，就会出现上面的无法停止移
动硬盘或U盘的提示。相应的解
决办法就是：清空你的剪切板，或
者在你的硬盘上随便进行一下复
制某文件再粘贴的操作，这时候
你再去删除移动硬盘或U盘提示
符，看看是不是顺利删除了？

第二种方法：如果觉得上面
那种方法还无效的话，可以使用
下面这个方法：同时按下键盘的
Ctrl+Alt+Del组合键，这时会出现
任务管理器的窗口，单击进程标
签，在映像名称中寻找rundll32 .exe

进程，选择rundll32 .exe进程，然后
点击结束进程，这时会弹出任务
管理器警告，问你确定是否关闭
此 进 程 ，点 击 是 ，即 关 闭 了
rundll32 .exe进程。再删除移动硬
盘或U盘就可以正常删除了。使
用这种方法时请注意：如果有多
个rundll32 .exe进程，需要将多个
rundll32 .exe进程全部关闭。你还
有别的解决办法吗，欢迎来纸条
递答案，帮我们解决身边的问题。

职职业业卫卫生生重重点点检检查查工工作作完完成成

莱芜供电公司

开展大棚膜专项治理

纸条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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