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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发布会

日日照照市市政政协协开开始始征征集集提提案案线线索索
可通过信件、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参与，截至11月20日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刘涛) 5日，记者在全市

森林防火工作会议上了解
到，日照市连续两年实现
森林防火“零火情”。新的
森林防火期内日照市森林
防火工作将继续常抓不
懈。

近年来，日照市森林
资源增长迅速。年均造林
10万亩以上，到去年底，全
市林地面积265 . 3万亩，林
木覆盖率38 . 3%，高于全省
近15个百分点，列全省第4

位。全市特色林果业面积
154万亩，木材加工、果品
加工储藏企业430家。特别
是岚山国家级木材贸易加

工示范区，已成为年进口
木材达400万方的全国第
一园区。去年全市完成林
业产业产值175亿元，同比
增长11 . 5%。

据介绍，今年全省已
通报森林火灾20余起，截
至目前，日照森林防火实
现“零火险”，创造了连续
两年多没有发生森林火灾
的好成绩。连续3年对全市
第一代美国白蛾幼虫实施
了飞机喷药防治，未发生
安全事故。抓好杨小舟蛾
的防治工作，共投入资金
近190万元，组织专业防治
队伍900余支，除治面积2万
余亩。

日照265 . 3万亩林地
连续两年“零火情”

本报 1 1月 7日讯 (记
者 许妍 通讯员 马
先章 ) 日前，记者从日
照市财政局获悉，日照市
将于2013年12月1日起启
用新版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并于2015年12月31日
前完成旧证换领新证工
作。

这次新版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换发工作是根
据全省统一部署进行的，
新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启用后，原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不再颁发。

新取得会计从业资
格的人员直接颁发新版

证书，已持证或外省调入
会计人员需换领新版证
书。2 0 1 5年 1 2月 3 1日前，
全市已持证会计人员须
持原证书到市、县财政部
门申请换领新证，换证期
间旧版证书仍然有效。

该工作人员特别强
调，对于外省调入日照的
会计人员，应在办理调出
手续之日起3个月内持原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外省
调出登记表等手续，换领
新版证书。新版证书照片
信息当场采集并打印到
证书上，同时采集本人的
指静脉信息。

日照启用新版会计证
2015年年底换领完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张永斌)

政协日照市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发布
启事，公开征集日照市政协九届三次
会议提案线索。自即日起至11月20日。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广纳群
言、广集民智的作用，扩大市民有序
政治参与，使政协提案更好地体现
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现决定公
开征集日照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提
案线索。

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就事
关日照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

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问题，以
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
意见建议。

征集时间自即日起至11月20日。
征集方式有三种：1 .来信请寄至市政
协提案委办公室(地址：北京路198

号，邮编：276826)；2 .传真请发至0633-
8781269；3 .电子邮件请发至xtw723@
163 .com。为便于联络，请注明姓名、
联系方式，以便及时沟通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向社会公
开征集的是提案线索而不是提案，

所提线索被政协委员或政协参加单
位采纳提交、经过审查立案后成为
正式提案。

凡涉及党和国家秘密以及国家
明令禁止的；已经进入民事、刑事、行
政诉讼以及仲裁程序的；属于学术
研讨的；指名举报的；宣传推介具体
作品、产品的；以及其他方面不宜通
过政协解决的问题，不予采用。提供
提案线索要实事求是，有理有据，所
提建议应简明扼要，一事一议，具有
普遍性、针对性和可行性。

口口腔腔溃溃疡疡复复发发或或可可引引发发肾肾脏脏损损害害
一位口腔溃疡患者的诉说

“大夫，我反复口腔溃疡好几年，以前吃
点维生素就管用，现在怎么吃也不管事。最
近，嘴里溃疡不断，不会是癌变了吧？大夫，另
外我还有风湿病关节炎的毛病，跟这个口腔
溃疡有关系吗？”前来就诊的陈女士向医生
(济南泉城医院口腔溃疡病专家-辛玉娥主任)
诉说自己的遭遇。听完陈女士的描述，辛主任
为陈女士进行了检查，发现陈女士还有外阴
溃疡、风湿样关节疼痛，进一步检查了眼睛、
皮肤、肛门、双肾，并做了相应的医学检验，最
后诊断为“白塞氏病综合症”。

“你得的这个病不是一般的复发性口腔
溃疡，而是白塞氏病(白塞氏综合症)。”辛玉娥
主任说。“啊？什么？我得了白塞氏病？还能治
吗？”陈女士有些疑惑。辛主任说，很多人都会
以为口腔溃疡不算病，吃点去火药就可以啦。
其实，口腔溃疡隐藏重大杀机，经常复发危害
严重，不仅会增加口腔癌变的风险，后期还会
导致肾脏损害增加罹患尿毒症的风险。但是，
只要树立科学防治观念，尽早治疗，不管是口
腔溃疡还是白塞氏病都是可以治好的。

辛玉娥主任说，口腔溃疡发病原因与免

疫因素有重大关系，引起口腔溃疡的相关疾
病有：白塞氏病、口腔扁平苔癣、口腔癌、红斑
狼疮、天疱疮、类天疱疮、风湿类风湿、白细胞
减少症、慢性咽炎、放化疗后口腔溃疡、肾病
综合征、尿毒症等，科学对待，口腔溃疡是可
以治愈的。如果口腔溃疡反复发作7天不愈，
就应该及时到专业医院进行检查，谨防口腔
溃疡表象下隐藏其它严重疾病。

德国技术+名医，攻克口腔溃疡
济南泉城医院，辛玉娥采用我院从德国

引进独创专项技术“自血循环免疫疗法”及齐
鲁中医药研究院科研新型特效药物“口疮败
毒胶囊系列方剂”标本兼治。治疗复发性口腔
溃疡、白塞氏病、扁平苔藓、天疱疮类天疱疮、
红斑狼疮、白细胞减少症、风湿类风湿、顽固
性口臭、口腔白斑、灼口综合症等疾病疗效显
著，自1986年以来，已有近20万患者康复鉴
证，深受患者好评。
咨询电话：400-6090777或0531-88190333
专家QQ: 4006090777
详情登陆官方网站：www.qlyy120 .com
地址：济南市解放路3号(甸柳庄)

两处滑坡灾害点

严重威胁居民安全

讲合沟村村民刘老汉告诉记
者，以前的村庄在山沟里，遇到暴雨
村里的道路就很泥泞。现在，整村迁
建再加上地质改造，不仅让村民能
住进宽敞的新房，还能帮村民彻底
告别地质灾害的困扰，“我对新村子
的面貌，充满期待。”刘老汉说。

据介绍，三庄镇讲合沟村两处
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别位于该村东部
和西部，滑坡体总体积1310万立方
米，近年来曾有4次明显移动，且伴有
大量土方崩塌，严重威胁到附近居
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对此，东港区国土资源局创新思
路，高标准的制定地质灾害治理方
案，申报实施三庄镇讲合沟村地质灾
害防治整村迁建项目，争引省、市无
偿扶持资金2994万元，开创了全区整

村搬迁治理地质灾害隐患的特例。

全面落实最严格

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据介绍，今年，东港区上报省政
府农转用及土地征收2600亩。完成了
东港高中、中技集团、青少年实践基
地、群升伟业、日照殡仪馆迁建、河
山三校合一等重点项目用地的征收
和农转用审批。做好两河路、山海西
路四期、613省道等征地清点及材料
上报。完成了日照飞机场3980亩土地
的地上附着物清点工作，保证了重
点项目及时落地。

大力推进城中村改造，加大土地

收储力度。全面落实最严格的节约集
约用地制度，不断健全完善节约集约
用地机制，进一步深化土地使用制度
改革，完善土地资源市场配置机制。
2013年上半年，全区旧城改造腾空土
地经政府储备后公开出让成交计15

宗，面积共计565亩，成交总价款24 . 8

亿元，实现政府收益3 .55亿元。
目前，全区已建新村10个，拆旧

总面积1509 . 85亩，拆除建筑物面积
1 . 8万平方米，复垦耕地面积1308亩。

据介绍，凡是关系到经济社会
发展项目用地，特别是事关广大群
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东港区国土资
源局要求做到该办的保证畅通，梗
阻的及时疏通。

东港区国土资源局高标准制定地质灾害治理方案

争争引引22999944万万资资金金，，为为村村民民建建新新居居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在三庄镇讲合沟村北
边，一排排三层的新式住宅
楼正在在建设中，这里便是
东港区国土资源局为三庄镇
讲合沟村地质灾害防治整村
迁建项目的建设现场。

几个月后，讲合沟村的村民就要搬进新居了。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
主持正宸，7日立冬了，妈妈
说立冬都要吃水饺。立冬就
代表冬天来了，立冬万物收
藏，躲避寒冷，还有青蛙、狗
熊等都回去冬眠呢！

气象台的叔叔告诉我，
日照市未来两天将有小雨，
周日气温比较低，最低气温
在3℃左右，小伙伴们别忘了
多穿件衣服。

昨昨天天立立冬冬了了，，周周日日最最低低33℃℃

本报11月7日讯(通讯员 于飞) 近日，
为进一步规范临时用电管理，强化三级漏保
的管控和测试，杜绝各种原因造成人身伤害
事故，五莲县供电公司组织各供电所对所辖
电网实施拉网式排查，对检查中存在安全隐
患的线路实施断电整改，优化电网环境。

本报11月7日讯(通讯员 张善伟 孟
冬青) 为实现城区配网自动化，近日，五莲
县供电公司加强协调，快速推进城区配网改
造，公司工程组提前介入项目，组织现场联
合勘查，召开协调会，实时修订方案，确保了
工程合理性和顺利实施。

本报11月7日讯(通讯员 莫燕燕) 为进
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五莲县供
电公司严格落实国家电网公司“三考”工作要
求，制定下发了《员工考勤管理办法》，上线运
行电子考勤系统，同时加强员工出勤情况的
抽查，检查结果纳入绩效考核，公司考勤管理
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本报11月7日讯(通讯员 王波) 近年
来，五莲县供电公司大力开展新农村电气化
建设，自2007年-2013年间，公司投入亿元资金
建设完成了502个电气化村和12个电气化镇，
进一步增强了农村供电保障能力，提升了服
务质量，规范了供用电秩序，有力地推动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加大违章用电查处力度

优化电网环境

加强协调推进城区

配网升级改造

加强员工考勤管理
5年投资亿元

建成502个电气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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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余管理人员
参加安全知识考试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李玉涛 通讯员 郭

洁 ) 11月3日上午，日照
市第31批建筑施工企业安
全管理人员考试举行，
1200余名建筑施工企业安
全管理人员参加安全生
产知识考试。

此次考试由省建管
局具体统筹，日照市考点
设在日照市职业技术学

院，共有1200余名人员参
加了考试。

日照市质安站在考试
工作中加大了监考力度，
严格要求，严肃考风考纪，
得到了省巡查组的高度评
价。通过此次安全知识考
试，进一步增强了全市建
筑施工管理人员安全生产
管理意识，有效普及了建
筑行业安全知识。

本报11月7日讯(通讯员 王波) 五莲县供电公司积极服务“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
新型农村经济发展组织，开辟绿色通道，一站式服务满足用电需求，提供一对一贴身服务，定
期登门义务检查维护用电设施，全力保障家庭农场和农业生产专业社用电。

积极服务家庭农场发展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星期五 ( 8日 )：多云转小雨，1 3℃ ~

17℃，南风3到4级。
星 期 六 ( 9 日 ) ：小 雨 转 多 云 8 ℃ ~

17℃，北风5到6级。
星期日 ( 1 0日 )：多云转小雨 3℃ ~

12℃，北风3到4级。
父母寄语：你犹如一个小天使围绕

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爸爸妈妈希望你健康快乐地茁壮成长，
天天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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