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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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霖泽，爸爸妈妈叫我橙橙，我
出生于2013年六月初五。爸爸妈妈非常爱我，我是他
们的大宝贝，他们希望我健康快乐成长，每天开开
心心!

8日 星期五 多云转阴 10℃~16℃ 南风3-4级
9日 星期六 小雨转多云 4℃~13℃ 北风3-4

级
10日 星期日 晴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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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指数：不适宜
天气较差，不适宜户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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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做好做好迎峰度冬物资材
料供应工作，国网金乡县供电公司
不断完善物资供应沟通协调机制，
一是加强与供应商联系，及时跟进
货物供应情况。严格监控供应商按
计划供货，确保关键节点可控在
控，保证物资在交货期内按时供
应。二是充分发挥物资调配的作
用，规范公司物质材料领取流程，
提高物资材料的出库率，便于更好
的管理仓储物资。通过加强横向与
纵向部门联系，建立联动配合的有
效沟通渠道，确保物资供应计划执
行的可控、在控。

(侯成旭)

国网金乡公司：

完善物资供应沟通机制

近
日 ，由 中
国汽车新
闻工作者
协会主办
的“ 2 0 1 3
(第十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
活动抵达江苏省。华泰汽车携旗
下精品车型路盛E70、宝利格、圣
达菲参展，以空前的优惠和服务
政策，受到当地消费者的广泛关
注和热烈追捧。本次参展的华泰
汽车，无论是轿车还是SUV，都给
当地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让消费者感受到了自主品牌汽车
的无限魅力。

“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

华泰汽车掀购车热潮

本报 1 1月 7日讯 (记者 王
浩奇 ) 莱芜市119消防安全宣传
月活动启动仪式暨中石化莱芜
石油分公司灭火救援联合演练
今日上午 1 1点将在中石化莱芜
石油分公司举行。届时莱芜市公
安消防支队将与中石化莱芜石

油分公司专职消防队举行灭火
救援联合演练。

仪式现场，将有消防志愿者
代 表 宣 读 家 庭 、社 区 消 防 安 全

“五自查四应会三提示”宣传教
育倡议书。此外，莱芜市公安消
防 支 队 还 将 在 9 日 上 午 举 行

“ 1 1 . 9”消防日市政广场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将向市民发放消防
安全宣传资料，进行消防车辆器
材装备展示、讲解等。

每年的 1 1月 9日是全国“消
防日”，这是 1 9 9 2年由公安部发
起的。“消防日”期间正值风干物

燥、火灾多发之际，各地在都将
举行相关的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增 加 全 民 消 防 安 全 意 识 。据 了
解，莱芜市公安消防支队将在消
防安全月期间举行丰富多彩的
消防隐患预防及消防安全宣传
活动。

消防安全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灭火救援联合演练今日举行

莱莱芜芜今今起起进进入入消消防防安安全全月月 11月4日，2013年中国汽车
拉力锦标赛(CRC)第四站比赛在
浙江龙游落下帷幕。为期三天的
比赛中，以前已经实现三连冠的
长安铃木雨燕表现依然精彩，再
次夺得S1组队赛杯和车手杯双
冠，并将2013CRC年度总冠提前
收入囊中。

“前几站我们都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鉴于这一站无论是竞争
压力还是道路难度都较大，所以
我们尽力保持比赛的良好状态，
比赛首日经过六个赛段的角逐，
S1和S3两个组别都占据了头名
位置，但是后面遭遇了发车顺序
被打乱、途中坏车挡道等让这次
比赛赢得很艰难。所幸整体来说
表现不错。”长安铃木车队队长
赛后对这一站比赛做了总结。

长安铃木雨燕雄霸CRC赛
场多年，是名符其实的常胜将
军，雨燕采用了源自于世界顶级
赛事JWRC的冠军级赛车底盘，
稳定性极为出色，助力赛车在砂
石路面稳定超越对手。采用了前
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和纵臂扭力
梁式后悬挂的组合，过弯平衡感
强，弯道超车、加速得心应手。除
此之外，雨燕还搭载了荣获“中
国心”十佳发动机称号的铃木M

系列发动机，动力表现优于同
级。

龙游站已经落下帷幕，雨燕
也已将年度总冠军收归己有，下
一站我们期待车队能够发挥出
最佳水平，超越自己，带来更精
彩的赛场表现。

CRC龙游站问鼎

长安铃木雨燕

提前锁定年度总冠军

11月6日至7日，莱芜供电公
司开发区供电所组织用电检查人
员对所辖范围内的重要客户开展
了一次安全用电隐患梳理排查治
理活动。

此次检查中，用电检查人员
对泰丰纺织、丰润机械等重要客
户进行了全面检查。重点对客户
自备电源装置、配电设备和保护
装置是否进行定期试验和调试、
安全工器具是否配备齐全、电工
配置及资格证等进行了认真查
看，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下达
了整改通知单，并协助做好整治
工作，指导其制定相关保电方案
和应急预案。

莱芜供电公司开展

重要客户安全用电大检查

本报11月7日讯（通讯员 王
建 吴修涛） 为进一步提升服
务效能，更好地满足人才用工需
求，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11月6
日，钢城区人社局、区总工会联合
举办2013年钢城区秋季人才交流
会暨高校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

会。在区就业服务大厅记者看到，
前来参加岗位应聘的人员挤满了
各个角落，他们有的在查看招聘
信息，有的在忙着签署就业意向，
整个大厅热闹有序。

近年来，钢城区以开展“微笑
服务、和谐就业”公共就业服务活

动为抓手，先后组织开展了“再就
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民营企
业招聘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月”等一系列就业专项活动，切实
帮助无业人员解决就业问题。并充
分发挥人社部门在大学生就业规
划、指导和监督方面的作用，为全

区未就业大学生提供“上岗能胜
任、发展有前途”的合适岗位。

据悉，活动当天，巧夺天工红
木家具、温岭精锻、富硕光电等60
多家企业，为就业人员提供就业岗
位上千个，共有2000多人参加此次
招聘会，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个。

钢钢城城区区举举办办22001133年年秋秋季季人人才才交交流流会会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于鹏
飞 通讯员 张玲) 为进一步做
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充分发挥
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增强农业抗
风险能力，伴随着全市秋种工作的
全面竣工，莱芜小麦政策性农业保
险工作全面启动。

据悉，2014年小麦保险缴纳保
险费标准为10元/亩，其中，各级财
政补贴80%，农户缴纳20%，保险金
额为320元/亩。保险项目为火灾、

雹灾、风灾、涝灾、冻灾、旱灾和重
大流行性病虫害(小麦条锈病和小
麦吸浆虫)。保险签约于11月底以
前完成。

小麦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与
莱芜小麦直补面积核定工作同时
进行。为确保按时、按量完成政策
性农业保险任务，在“全市2014年
小麦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会议”
上，莱芜市农业局副局长许洪彪强
调开展小麦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

事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业
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局，因
此，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明确参保
人员，细化职责，确保圆满完成今
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

下一步要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把今年保险工作做细做实，切
实把党和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落
到实处；要严格程序，落实完善公
示制度，不断加强对政策性农业保
险的宣传和督导、建立分工合理的

基层农业保险工作机制、规范基层
农业保险政策执行和业务操作；要
加强领导，强化措施，各区、各镇
街、各有关部门要从维护农民利
益，确保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政治
高度和大局出发，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扎扎
实实地把工作做实做好，确保国家
惠农政策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到实
处，推动莱芜农业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

小小麦麦政政策策性性农农业业保保险险工工作作全全面面启启动动

刘曦阳递纸条：
想买个u盘，哪种品牌好，怎么

判断U盘好坏？
米粒传答案：
判断U盘好坏的快速测试方法：

第一、在U盘里面放视频文件，
看能否播放。第二、将文件复制到U

盘里面，然后剪切出来，看读写速
度。第三、看U盘的外包装，一般好
的U盘品牌，包装是不可拆开，拆开
就只能使用。第四、看U盘出售的价
格，太低不能买，太高不划算，选择
价格中等的。第五、看品牌，如果知
名品牌在小店里也卖的也要小心
了，知名品牌的U盘给的利润率较
低，而小商户经营起来很吃力，所
以肯定的说小商户卖大品牌的U盘
指定是贴牌，消费者要小心购买。

纸条快递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陈
静 通讯员 孙荣彬 ) 近日，
莱芜市莱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出动宣传车，在牛泉中心卫
生院门口设立宣传站、摆放宣
传版面，现场发放控盐勺和宣
传材料，开展减盐防控高血压
宣传工作。

宣传站前，村民们纷纷上
前咨询，区疾控中心的专业人

员和牛泉中心卫生院的医务为
群众解答疑问的同时，还为村
民们进行义诊。一上午，接受群
众咨询达300余人次，发放宣传
材料1500余份，控盐勺1000余
支。

近期，区疾控中心将继续
组织宣传车到各镇(街道)采取
赶大集、设立咨询站等形式在
各镇进行巡回宣传。

减减盐盐防防控控高高血血压压宣宣传传走走进进牛牛泉泉

您有问题，我们帮找答案！有
问题就给我们递个“小纸条”，我们
会将答案及时“传递”到报纸上，一
起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疑问。

我们传递纸条的方式有三种
哦！选一种你方便的方式，发纸条
找答案啦！拨打6380110；将纸条内
容及个人联系方式发送到邮箱
qlwbjrlw@163 .com;还可以给齐鲁
晚报·今日莱芜官方微信发信息：
我要递纸条+姓名+联系方式+纸

条内容。
齐 鲁 晚

报·今日莱芜
微 信 号 ：
qlwbjrlw

纸条快递征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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