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许可馨，爸爸妈妈都叫我丫丫，我
出生时身高51厘米，体重3 . 6千克。虽然我现在只有100天，
但是在爸爸妈妈的悉心照料下，我现在身高已经68厘米，
体重8千克了哦！爸爸妈妈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我的爸爸
妈妈，我一定要健康快乐聪明地茁壮成长！
27日 星期五 晴转多云 -9℃~2℃ 北风4-5级
28日 星期六 晴 -8℃~3℃ 南风3-4级
29日 星期日 多云 -5℃~4℃ 南风3-4级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薄冬衣
棉衣、冬大衣、皮夹克、内着衬衫或羊毛内衣、毛衣、外罩
大衣
感冒指数：多发期
天气较冷，室内外温差较大，较易引起感冒；
运动指数：不适宜
天气较冷，多数人不适宜户外运动；
体感度指数：干冷
外出活动要穿薄棉衣，带上手套，围巾和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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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资资讯讯

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宝 贝 聊 天

回顾2013年整个乐坛，“梦想“和”
自我“是本年度最引人关注音乐关键
词，年轻的音乐人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快速奔跑，推出了一首又一首的好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扬主题曲《闪耀》，
歌曲正式问世至今已百日有余，依然稳
居各大排行榜前列。

而作为“清扬音乐大使”的杨宗纬，
更是透过现场的即兴演唱，向所有歌迷
炫出了最自我、最自信、最颠覆的一面，
让很多人为他从歌声所绽放而出的那份

“无懈可击”的勇气，大感惊喜与惊艳！
《闪耀》励志2013自始至终都蕴涵

着无穷正能量——— 遭遇挫折不放弃，遭
受无奈仍坚定，努力进取，全力突破，勇
敢“向世界炫出自己，让未来无懈可
击”，使生命之正能量“闪耀”在每一天。

《闪耀》作为风靡全球的专业去屑
洗发露品牌——— 清扬的主题曲，把清扬
品牌主张“突破自我，才能向世界自信
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的理念通过旋律
和歌词尽情展现。同时，清扬品牌也会
继续通过音乐进一步传递品牌精神，为
年轻一代注入“向世界炫出自己，让未
来无懈可击”的不懈动力，以及勇于挑
战，展示自信，秀出无懈可击一面的精
神理念，鼓励并推崇自由与个性，大胆
与创新，支持年轻人勇敢秀出自己。

2013年的广州车展上，广
汽吉奥展台格外引人注目。广
汽吉奥发布了一个轰动业界的
消息：广汽吉奥将从“星朗”车
型开始，购买用户 7天内不满
意，可以进行无理由退车、换
车。此举给消费者带来汽车行
业全新消费体验的同时，不得
不说，还开启了汽车行业超越

“汽车三包”的先河，给行业标
准带来革新。
无理由退车

敢为天下先
消费者在购买了广汽吉奥

星朗汽车后，一个星期内，只要
不满意，无需找任何理由就可

以进行退车、换车，完全消除了
购车的后顾之忧，给客户带来
最为保障的售后服务。

广汽吉奥公开承诺，对品
质和服务的高度自信，似乎可
以管中窥豹。在车展上，广汽吉
奥揭幕了一辆百万公里的旧
车，用独特的方式解读了广汽
吉奥皮实耐用的产品品质。10
年百万公里，是品质与服务最
终赢得了车主的满意和信赖。
两轮驱动

品质服务比翼齐飞
对品质充满自信的同时，

广汽吉奥始终坚持服务最优。
广 汽 吉 奥 积 极 响 应“ 全 车 三
包”，并致力做到行业内同车型
服务速度最快，服务质量最好，
服务成本最低。广汽吉奥以客
户为中心，秉承至诚服务的理
念，以诚实、诚信、诚恳的服务
态度、至诚、至交、至亲的服务
意识，让每一位客户都能体验
到最贴心的、最专业的服务。

七七天天无无理理由由退退车车 广广汽汽吉吉奥奥星星朗朗““敢敢为为天天下下先先””

清扬主题曲”闪耀”

——— 年度励志好歌曲

本报1 2月2 6日讯 (记者
于鹏飞 ) 日前，根据《莱芜市
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办法》规定，
2013年度“莱芜市首席技师”评
选结果揭晓。经市首席技师评
审委员会评审，授予董兴等1 0

人2013年度“莱芜市首席技师”
荣誉称号。

据了解，这1 0名莱芜市首
席技师分别来自山东汇金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泰山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山东温岭精锻科技
有限公司、山东力创科技有限
公司、莱芜市润达化工有限公
司、鲁中矿业有限公司、莱芜市
泰豪汽贸有限公司、莱芜煤矿
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九羊集团
有限公司9家企业，有10个不同
工种。

据悉 ,此次评选出的市首

席技师全部为莱芜各级、各类
所有制经济、社会组织中 ,在一
线岗位上直接从事技能工作的
人员。评选莱芜首席技师需满
足以下条件 :具有生产一线岗
位的技师以上职业资格；个人
职业技能在省以上同行业中具
有较大影响、市内同行业中处
于拔尖水平；创造了同行业最
高生产、销售记录；在技术上有

重大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
新 ,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在编制省、部级标准工
艺、工作法方面有突出贡献；发
扬团队精神 ,传授高超技术等。

根据规定，莱芜首席技师
管理期限为4年 ,在管理期间 ,每
人每月享受政府津贴500元，并
有机会参加省市多项培训、考
察、咨询等活动。

莱莱芜芜新新增增1100名名首首席席技技师师

近日，泰州一家养老院为了
方便长期住在这的老人能够经
常和自己的家人见面，刚刚安装
了两部家庭视讯电话，而对于这
种新玩意儿，老人们表示出极大
的好奇和热情，都想试试是否真
的能从巴掌大的屏幕上看到思
念已久的亲人。对此，专家表示，
视频通讯对于老年人来说，一直
是属于有需求没市场的情况，而
市面上一些视频软件对于大多
数老年人来说，操作使用还是过

于繁琐及复杂。而泰州安康养老
院把家庭视讯电话和养老院的
大胆结合，在全国来说都尚属首
例，一方面可有效改善老年人恋
家的情感诉求，另一方面这也是
一种新的养老模式的探索，未来
或将成为全国养老院的标配。

据悉，这款广受老年人青睐
的家庭视讯电话，是由中国领先
的企业云服务提供商青牛视讯
最新研发的，。青牛视讯凭借着
多年来在通讯领域的丰富经验

和技术实力，凭着“视频改变生
活”，坚持改善人们通讯体验的
执念，十年磨一剑，将多年来积
累的技术优势投入到家庭视讯
电话，推出了“家视通”这款专为
满足家庭视频通话需求的终端
产品。

青牛视讯负责人陈飚向记
者表示，青牛视讯本次与养老院
的合作，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体
验到视频对生活质量的改变和
提高。并且考虑到很多年轻人的

需求，该产品除了固话终端，还
有电脑终端和手机终端可供选
择，一般一个家庭购买一部家庭
视讯电话和两个专属账号就可
以轻松实现高品质视频通话。同
时，青牛希望通过家庭视讯电话
增加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沟通频
率，缓解现在外出工作的年轻人
因为工作忙、假期短、负担重，而
与父母见面成本高的困境，让亲
情的沟通不因距离而遥远，让世
界因“看见”而改变。

家家视视通通让让打打造造视视频频养养老老院院成成为为可可能能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程
凌润) 近日，莱芜市司法局、莱
芜市卫生局、莱芜市人口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和莱芜市外事侨
务办公室先后在莱芜市政府网
公布了“三公”经费。据介绍，莱
芜市将于2015年全面公开市区
两级“三公”经费。

2 6日，记者在莱芜市政府
网市直部门公开信息栏中查
询了 5 2个部门的“三公”经费
情况。目前已经有莱芜市司法

局、莱芜市卫生局、莱芜市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莱芜
市 外 事 侨 务 办 公 室 公 开 了
2 0 1 3年度“三公”经费预算财
政拨款情况。

莱芜市司法局2013年预算
总数为88 . 3万元，包括公务接待
费14万元和公务用车费74 . 3万
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5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39 . 3万元；
莱芜市卫生局2013年预算总数
为60 . 43万元，包括因公出国(境)

费用4 . 2万元，公务接待费9 . 99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6 . 24万元；莱芜市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2013年预算总数为
29 . 6万元，包括公务接待费4 . 6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5万
元；莱芜市外事侨务办公室2013

年预算总数为16 . 2万元，包括公
务接待费1 . 6万元和公务用车费
14 . 6万元。

据介绍，山东省今年确定
莱芜市为2013年“三公”经费公

开试点市，钢城区为公开试点
县 (区 )。目前，莱芜市财政局已
经公布了推动“三公”经费工作
的进程，2 0 1 3年，市级 (含高新
区，下同 )和钢城区公开2013年

“三公”经费预算；2014年，市级、
钢城区公开2013年“三公”经费
决算和2014年预算，莱城区、雪
野旅游区和经济开发区公开
2 0 1 4年“三公”经费预算；2 0 1 5

年，市区两级全面公开“三公”
经费预决算。

四四部部门门网网上上晒晒““三三公公””经经费费
2015年，莱芜市区两级将全面公开“三公”经费预决算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程凌润)

近日，莱芜市开展惠农资金专项
清理整顿工作，将坚决纠正损害涉
农利益行为，严肃查处截留、挤占、
挪用、骗取惠农资金等问题。

此次惠农资金清理整顿工作采
取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
式，自2013年12月中旬开始至2014年
3月中旬结束，整治范围是2011年至
2013年近3年中央、省安排的重大涉
农补贴和项目资金，涉及16项惠农
资金。

清理整顿工作涉及的惠农资金
共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兑现给农民
群众的补贴资金11项，另外一类是与
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5项资
金。据介绍，莱芜市惠农资金专项清
理整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严肃查处
截留、挤占、挪用、骗取惠农资金等
问题，坚决纠正损害涉农利益行为，
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是否存在截
留、挤占、挪用资金的问题，是否存
在多头申报、虚报冒领、套取资金的
问题，对农民的各项补贴资金是否
及时足额拨付到户，是否建立健全
了惠农资金管理制度，是否存在违
反制度规定的其他问题。

莱芜开展惠农资金
专项清理整顿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郭延冉
通讯员 郭增辉) 2014年元旦、春节临
近，为确保“两节”期间群众饮食用药安
全，近日，莱芜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工
作办公室、市公安局、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联合印发《全市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
罪保障“两节”饮食用药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方案》，深入打击食品药品领域违
法犯罪，全力维护广大群众的饮食用药
安全。

坚持对“地沟油”、“假劣乳制品”、
“假药”三类违法犯罪“零容忍”。整治的
重点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是超范围或超
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
有害非食品原料”等行为,同时对发布假
药信息的网站、报刊，为违法犯罪活动
提供资金流转渠道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地下钱庄，一并进行追查，依法查办。

专项整治将通过排查隐患、抽样检
测、联合执法等形式进行。对通过隐患
排查和抽样检测中发现的食品药品违
法、犯罪问题，政府食安办将协调相关
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发现的涉嫌
制售假冒伪劣、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等
食品药品犯罪线索，一律由公安机关进
行核查，及时依法立案侦办。对重大、疑
难犯罪案件，主动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
入，确保打击惩处到位。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公安部门欢迎
群众拨打投诉举报热线12331和9600110

提供线索，线索一经查实，将依据有关
规定，予以奖励。

节日饮食用药

安全专项整治

12月26日，莱芜供电公司利用警企
联动行政执法方式，对公司所管辖内的
电力设施加大巡护力度，多管齐下保冬
季电力设施安全。

在巡视期间，供电公司以供电所管
理为基础，形成常态化管理，采取白天、
夜间交替巡视方式增加看护次数；加大
电力设施的检查力度；大力宣传保护电
力设施法律法规；发挥警企联动行政执
法力度，严厉打击涉电违法案件；加强
监督考核，制定供电所电力设施保护激
励考核制度。

多管齐下保

冬季电力设施安全

声明
谭 永 庆 保 险 代 理 资 格 证 ( 证 号 ：
20080137120000001666)丢失，特此声明！

吕 秀 娟 保 险 代 理 资 格 证 ( 证 号 ：
20050937120000002184)丢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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