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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天天冷冷了了，，让让流流浪浪人人员员来来这这““取取暖暖””
日照市救助站开展寒冬救助活动，如您发现请及时联系

为找流浪乞讨人员

每天巡查至少两小时

12 月 26 日，日照市区气
温骤降至-7℃。每到恶劣极端
天气，救助站会加强工作力
度，去寻找流浪乞讨人员。当
天上午 10 点，记者跟随日照市
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开车
穿梭于日照的大街小巷，寻找
流浪乞讨人员。

一行人自临沂北路出发，
经过山海路和昭阳路等地，一
路上每到繁华地段和正在施工
的工地，工作人员都会格外留
意查看是否有流浪乞讨人员。

从事救助工作十余年的
郑晓波介绍，酷暑和严寒天气
对流浪乞讨人员来说都是极
大的考验。每次巡查他们都会
周密部署路线，确保多数街道
都能转到。

据了解，因天冷，有些流
浪乞讨人员会住在废弃的屋
子里，因此在巡查过程中，郑
晓波与同事申海川都会十分
留意建筑工地和废弃楼房。

上午 11 点左右，他们接到
热心市民反映，在大学城东升
园附近，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
人，衣着单薄在行乞。随后救
助人员来到所反映的地点，结
果并未找到。对此，郑晓波已
习以为常。“他们都是很流动
的，这就很容易出现我们过去
他们已经走了的情况。”

工作人员巡查完，已过中
午 12 点。据了解，自入冬以来，
救助站每天巡查流浪乞讨人
员都会超过两个小时。

实施无偿救助

市民发现请及时反映

据郑晓波介绍，为了保障
流浪乞讨人员的合法权益，他
们秉承“自愿受助、无偿救助”
的救助制度。实施救助的对象
是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
友投靠又未享受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
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

“现在不少人利用人们
的同情心做起了‘职业乞讨
者’。”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
在他们救助的过程中，经常
发 现 职 业 乞 讨 者 。“ 按 照 规
定，碰到这种情况下，我们一
般 是 不 实 施 救 助 。”郑 晓 波
说。

除上述情况外，对偶遇失
窃、务工未果或遭受家庭暴力
而无处食宿，发生临时困难、
自愿到救助站申请救助的人
员，救助站可以在弄清情况、
查明身份、履行必要手续的前
提下给予适当救助。

据郑晓波介绍，救助的流
浪乞讨人员，一半来自巡查发
现，一半来自热心市民的反
映。“希望市民在看到流浪乞
讨人员时，能够及时联系就近
的救助机构帮助他们。”

郑晓波还提醒，由于这些
流浪乞讨人员中不乏精神和
智力存在一定问题者，一般市
民在遇到他们时可以适当给
予关照，例如提供保暖衣物或
食物等，但不可贸然救助。“可
以通过拨打救助热线，请专业
的救助机构实施专业救助。”

本报 12 月 26 日讯（记者
彭彦伟 ) 26 日上午，中国著名
画家彭先诚个人画展在日照连
豪美术馆开展，画展将持续到
2014 年 1 月 2 日。据悉，日照连
豪美术馆已获得彭先诚作品代
理权，这在全国尚属首家。

彭先诚，中国著名画家，享
受国务院专家津贴。他擅长没骨
点染破墨法，善画鞍马人物，他
作画重于直觉，注重偶然的水墨
关系，其作品笔精墨妙，格调清
新，风格独异。

连豪美术馆馆长马克东告
诉记者，彭先诚人称“画痴”，是
个纯粹的艺术家。早在 2011 年，
马克东就注意到彭先生的作品。

“彭先生痴迷绘画，不喜市场运
作，所以他的画在业内评价极
高，但是在拍卖行内还有巨大的
升值空间。”马克东介绍，在今年
秋季拍卖会上，由于市场因素，
多名国内知名画家的作品未拍
出高价，只有彭先生的画作一路
高歌猛进，被人高价拍走。

彭先诚画展

在日照开展

本报 12 月 26 日讯 (通讯员
邬海鹏 宋霞) 12 月 26 日，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轮驳分公
司举行船舶安全管理体系试运
行启动仪式，对安全管理体系文
件予以发布，并进行了宣贯培
训。这标志着公司船舶安全管理
体系正式建立，船舶安全管理体
系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公司船舶安全管理体系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
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建
立 ,该规则是交通部应用国际海
事组织《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
止污染管理规则》的原理，为保
障船舶水上交通安全，防止人员
伤亡、财产损失，保护水域环境
而制定。

试运行阶段，公司将大力宣
传贯彻相关规则和船舶安全管
理体系文件，严格执行文件要
求，认真做好相关工作。通过试
运行发现问题，继续完善体系文
件，做到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持
续有效运行，促进公司船舶的规
范化管理。

股份轮驳公司

试运行新规则

本报 12 月 26 日讯 (通讯员
林西玲 穆超 ) 12 月 12 日

至 13 日，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2013 年 QC 小组活动成果发布
会在烟台举行，五莲县供电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计量班采集 QC

小组荣获省公司二等奖。
采集 QC 小组成立于 2012

年，致力于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
建设。此次小组成果课题《提高
专变客户远程采集成功率》成功
解决了专变客户远程采集成功
率低的问题。该小组科学运用质
量管理方法，共同讨论分析采集
成功率低的原因，找出影响采集
成功率的症结，并逐项进行改
进。小组活动后，该公司专变客
户远程采集成功率得到很大提
高，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公
司抄表成本。

五莲供电一成果

获省级二等奖

冬至过后，隆冬来临，日照市民政局近日开展“关爱
救助，传递温暖”寒冬救助活动。日照市救助管理站的工
作人员每天在城区寻找需要救助的流浪人员，帮助他们
走出挨饿受冻的困境。

救助站工作人员呼吁市民，如发现有需要救助的流
浪人员，请及时联系就近的救助机构。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清 实习生 许莉

单位 地址 电话

日照市救助管理站 临沂北路北延伸线 1800 米东侧 8206047

东港区民政局 东港区荟阳路 128 号 3221225

岚山区民政局 岚山中路 19 号 1610399

莒县民政局 莒县振兴东路 99 号 6231368

五莲县民政局 五莲县利民路 37 号 5881995

日照经济技术
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日照温州路 1 号 8351866

山海天旅游度假
区社会事业局

日照太公岛一路 23 号 8316000

日照国际海洋城
社会事业局

涛雒镇中盛路 2950051

全市各级救助管理机构地址及电话

救助人员到拆迁场地寻找流浪人员。

12 月 23 日是全国集中整
治工程运输车交通违法统一行
动日，交警东港大队涛雒中队
民警当天在沿海公路对大货车
进行集中检查时，查获了一辆
超载的大货车，而且货车车头
还盖着一床棉被。

据了解，该货车核载 1 5

吨，却拉了 50 吨的货物，轮子
都压瘪了。而盖着棉被是因为
车头前盖被撞碎了。最终，该
司机因货车安全器件不全被
罚款 2 0 0 元，超载被罚 2 0 0 0

元，驾驶证记 6 分。
本报记者 徐艳 通讯

员 聂冬梅 摄影报道

“口罩”大货
超载 35 吨

本报 12 月 26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鹿传明)

日照市公安局爆管大队近日
在莒县库山镇部队靶场，对
今年来各分局收缴的废旧炮
弹等危爆物品进行了集中销
毁，当天成功销毁各类炮弹
3 7 枚，鱼雷 1 枚，手榴弹 3

枚。
据了解，这些危爆物品

是公安机关在缉枪治爆专项
行动中收缴的，有的是战争
时期遗留下来的，有的则是
渔民出海打渔从海里打捞上
来的。

在所销毁的鱼雷中，最

大的鱼雷是沿海渔民在打渔
时用渔网捞取的，因为锈迹
斑斑已经无法辨认是哪个年
代隶属哪个国家的。民警介
绍，虽然鱼雷外表已经生锈，
但其内部的炸药威力如同新
的鱼雷，最好的销毁办法就
是引爆。

据了解，此次销毁工作
由爆破公司专业技术人员实
施，采用深挖爆破方式引爆。
为销毁这枚大型鱼雷，他们
专门用挖掘机挖了个深深的
大坑，进行单独引爆。为了确
保安全，光引爆的引线就用
了 1500 米。

日照公安集中销毁今年收缴的危爆物品

引引爆爆最最大大鱼鱼雷雷用用线线 11550000 米米

民警们将鱼雷抬进坑内引爆。

本报 12 月 26 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冯启斋) 五
莲县人民法院近日按照上级法
院对涉民生案件专项清理统一
部署，针对当前“被执行人难找、
财产难寻”的现实状况，在坚持
对拒不履行的相关被执行人不
间断执行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措
施，加大执行力度，在春节来临
之际，确保将外出躲债归来的被
执行人予以实施强制措施。

该院执行局强化工作纪律，
采取“五加二”和“白加黑”的办
法，编为两个执行小组。近日，首
先对该县的两处乡镇涉执人员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实施司法拘
留 6 人，促使 3 件久执未结案件
成功执结。

五莲县法院
节前清理老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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