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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日照市政协委员、山东长信集团董事长张京智：

集集中中建建墓墓地地，，为为子子孙孙留留空空间间

据介绍，我国的殡葬制度虽
经几次大的改革，但目前殡葬改
革工作仍存在一些的问题。前些
年的殡葬政策重火化，轻安葬，
许多地方出现了二次殡葬和二
次办葬的现象，并且很普遍。

“现在很多地区，特别是在
农村地区，仍然是火化后棺椁装
灰，砌坟堆坟，不但造成大量的
木材浪费，而且还占用着大量的
农田用地，给农民造成种地的困
难，且随意性太大，无论什么地
方，只要看中地方，就随意安葬，
导致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
用。”张京智说。

据介绍，为了保护生态环
境，节约土地资源，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很多省市都已经出
台相关规定，推进殡葬制度改
革。“用文明的殡葬理念取代
传统的理念，用生态的殡葬方
式取代封建的丧葬习俗，可以
为子孙后代提供更好的生存
和发展空间。”他说。

“城镇化进城势必会导致一
些坟茔搬迁，但搬迁并不容易，
很多人讲究风水等东西，如果搬
迁不合适，很容易引起纠纷。”张
京智说。

此外，每年因上坟引起的火
灾也有很多起，传统的坟茔既可
能会破坏生态环境也会有一些
安全隐患。

据介绍，今年张京智曾多次

到北京、天津等地出差，发现那
里的墓地多是集中安放，不仅便
于管理，还能节省土地资源。

“可以在每个区、每个镇找
合适的地段，不宜种植粮食、不
宜种树的山岭地，统一规划出集
中埋葬的墓地，或统一规划修建
陵园公园。”张京智说，实行集中

殡葬有利于防火管理，也有效地
减少土地浪费，实行定点安葬还
可以减少坟墓迁移问题，减少人
力物力。

“科学的绿色殡葬是一个利
国利民，造福社会的好事，可以
有效的减少土地浪费和减轻丧
户的费用支出。”张京智说。

作为引领黄金投资消费的新
时尚，建行金已经成为广大市民
的黄金之选。随着马年的临近，作
为国内最早开启实物黄金投资的
金融机构之一，建行黄金品牌业
务“建行金”马年新品隆重上市。
为回馈和答谢广大客户，2014年1

月1日至3月31日，建行倾情推出了
限时优惠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多
种产品让利，让客户畅享更多的
价格优惠。

金马送福“金”彩开来

“新春迎新禧 开运瑞年
来”，记者近日在建行采访时了
解到，建行马年贺岁系列精品
黄金已全线上市。3克重的金马
送福；8克重的骏马献宝；15克重
的立马迎财；更有寓意满怀激
昂澎湃的斗志，迈着稳健的步
伐走向成功的“百福马”，仅这
一款就有50、100、200、500、1000、
2000、5000克等多种规格。其中
“百福马”与历年的“百福虎”、
“百福兔”、“百福龙”和“百福
蛇”共同组成了建行金“百福系

列”，寓意深刻，造型精美，成套
购买收藏价值高。除了马元素，
今年建行金还推出一款造型可
爱的幸运十二生肖产品，单件3

克重。十二生肖，起源于我国古
代用于“纪年”并标示人们出生
时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根据五行生肖之间有三合与六
合，六合好比夫妻之亲，三合则
犹如母子之情。选择自己与家
人的生肖或与之相对应的三合
与六合生肖，承载满满的祝福
与期盼。丰富的品类，不同的寓
意，建行多款黄金产品满足您
馈赠亲友、收藏投资的需求。

感恩之心 从“金”开始

新春佳节，感谢父母一路
相伴，陪伴成长；感谢朋友背后
支持，倾力扶助；感谢师长谆谆
教导，领我向前。“建行金”特别
推出的感恩系列产品，为您提
供完美的春节感恩之礼，不仅
能贴切表达对亲朋好友的感恩
之情，而且美好的寓意能让您
的感恩之心都赤诚如金——— 真

金真情！此外，“建行金”保值增
值的特点，还能为要感谢的人
提供一份保障。据建行相关负
责人介绍，“建行金”感恩系列
产品包括传统的感恩金条、感
恩的心金条，规格从5g—50g不
等，更有新品的“慈爱之馨”有6

克和12克两种规格，心形的外形
及康乃馨浮雕代表对父母的孝
心与感恩之心，是孝敬长辈、赠
送亲友的最佳选择。此外，为长
辈送上福寿系列，也会让长辈
备感欣慰。福寿金以金钱蝙蝠
为顶盖，祥云为根基，精描“寿”
字，配以“长寿之果”蟠桃，寓意
万寿无疆、福寿双全。

情定终身“金”婚一生

“愿得一心人 白首不相
离”。春节、情人节之际，结婚高
峰也伴随来到，巧克力和鲜花
已OUT了，黄金成为情侣及亲
朋好友间传递爱意的理想载
体。据了解，“建行金”婚庆系列
黄金产品包括并蒂成双、同生
同福、龙凤金箸、龙凤聚福、幸

福好日子、福钱、富贵有余金钱
等产品。并蒂成双正面并蒂莲
有“花中君子”之称，并蒂莲，茎
杆一枝，花开两朵，是荷花中的
极品，为吉祥、喜庆的征兆，善
良、美丽的化身，象征夫妻恩
爱，美满幸福，永结同心。筷子，
古称箸，乃是中国古代的发明
创造，凝聚华夏民族的智慧与
灵气。在三千年的国粹华章里，
筷子一直寓意吉祥，在睿智流
畅的东方气质里，筷子一直兼
容时尚的潮流美学被列入婚礼
嫁妆，以祝福新人。龙凤金箸送
新人，寓意珠联璧合、快生贵
子；送爱人，寓意双宿双飞、同
甘共苦；送恋人，寓意成双成
对、永不分离。传统古钱币造型
的福钱、龙钱、招财进宝金钱
等，常常被父母选择给儿女结
婚时压箱底、缝被角等，取意富
贵荣华，天地佐证。

限时优惠 火热进行

理财专家指出，与其他商
家销售的黄金制品相比，银行

自有品牌黄金价格更加实惠，
更适合消费者选购。从建行山
东省分行了解到，2 0 1 4年 1月
份，客户购买“建行金”，还可以
享受价格优惠：其中购买300克
(含 )到500克之间的实物金，享
受每克 1块钱的优惠，购买 5 0 0

克(含)到1000克之间的实物金，
每克享受2元的优惠，购买1000

克(含)以上的实物金，能够享受
每克3元的优惠。

此外，建行针对贵宾客户
购买实物金，也推出了优惠：金
卡客户和白金卡客户购买，每
克享受3元的优惠，两卡客户每
克享受 3 . 5元优惠。活动期间，
建行山东省分行还对生肖贺岁
及部分感恩祈福系列产品进行
团购让利。更有惊喜的买金赠
金礼品相送，数量有限，先到先
得！

年终奖金怎么花？过年送
礼送什么？感恩父母，祝福儿
孙，投资理财，新婚贺禧，就选
建行金！现在购买还有多重价
格优惠，您还等什么呢？详询
95533和各营业网点。

幸幸福福代代代代传传 建建行行金金相相伴伴
——— 马年黄金产品优惠火热进行中

日照市政协委员张永艳：

住住宅宅电电梯梯别别用用抢抢修修代代维维保保
本报记者 张永斌

随着城市的不断“长高”，
市民越来越离不开电梯了，电
梯带来方便也伴随着隐忧。曾
被视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
电梯近来频出事端，社会上甚
至将其作为“凶神”的代名词。

日照市政协委员、日照经
济技术开发区食安办主任张
永艳此次带来了提案《关于加
强 住 宅 电 梯 安 全 管 理 的 建
议》。

7日，她对本报记者说，日
照市的富合小区等个别小区
出现过电梯困人的现象。有些
老小区存在电梯超期服役，甚
至还有个别新建小区发现安
装二手电梯的现象。

“电梯安全责任落实不到
位，部分电梯使用单位管理混
乱，未配备电梯专(兼)职安全
管理人员，或电梯管理人员未
经法定培训并持证上岗，电梯
日常维保报检等安全管理制
度不健全，应急救援措施缺
失。”张永艳说。

“由于维护人员数量不
足、维保单位资质参差不齐，
住宅电梯大多达不到‘至少每
15天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
和检查’的要求，以抢修代替
维保的情况屡见不鲜。”张永
艳说。

对于住宅电梯安全，她也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针对住宅
小区特别是经济房小区的电梯
运维行为和资金管理等方面，
加快制定相应政策，切实规范
运维管理，落实资金保障。

结合实际，分类制定电梯
维保收费项目和标准，做到科
学、合理。“在拆迁安置、建设
经济房时提前预留资金，用以
建立电梯修理基金，实行专款
专用。”她说。

此外，还可引入物联网等
先进技术，加快建立电梯信息
化监管系统，提供并单向开放
新安装电梯的标准安全信号
接口，形成同市电梯安全信息
数据传输网络。

日照市政协委员李晓梅：

中小学校配备

可调整高度桌椅

7日，日照市政协委员李晓
梅说，据她了解，目前日照的大
部分中小学使用的课桌椅都是
固定高度，而且不能调节。“国内
外大量科研资料证明，不适宜的
课桌椅与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的
形成，以及近视眼的发生有密切
关系。”

李晓梅说，建议相关部门注
重科学、以人为本，改变片面追
求课桌椅“整齐划一，便于管理”
的传统观念，严格执行课桌椅国
家标准，“按照标准尽快在全市
中小学中推行符合人体功能的
可调课桌椅，以保障课桌椅对学
生身高的符合率。”

同时，她也建议市政府在有
条件的情况下能够统一安排资
金，统一实施可调节课桌椅安心
工程建设。

农村地区仍然是火化后棺椁装灰，砌坟堆坟，不但造成
大量的木材浪费，还占用着大量农田用地。鉴于此，日照市
政协委员、山东长信集团董事长张京智提案建议加快殡葬
制度改革，规划墓地集中埋葬。

市政协委员、山东长信集团董事长张京智建议规范殡葬管理。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许妍
通讯员 王继善 王晓 )

2013年度，日照市12315举报处置
指挥中心共受理话务信息5440

件，其中，特种设备的举报数量
占到了23 . 9%，排第二位。

特种设备投诉举报主要涉
及使用的电梯未登记注册、超
期使用未定期检验、电梯箱轿
内未张贴安全检验标志、未张
贴明示应急呼救及物业值守联
系电话、电梯带故障运行、无资
质安装压力容器、未办理特种
作业人员操作证书、加气站无
资质充装气体等问题，使用单
位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有的未
落实到位。

对产品质量的投诉举报排
第三位，占全年投诉举报案件总
量的22 . 4%。加油站计量不准投
诉举报数量较往年有所下降，占
全年投诉举报案件的9%。涉及

“3C”认证和标准化违法案件的
投诉举报数量较少。

据介绍，2013年全年，12315

接到的投诉中，涉及质监部门
业务3663件，涉案货值53 . 61万
元，直接挽回经济损失16 . 63万
元。

受理的投诉举报案件按期
处结率达100%，热线信息畅通
率达100%。打假举报案件查证
属实率30%，质量申诉案件调解
成功率87 . 5%。

去年 12315 统计

特种设备投诉排第二位

相关新闻

文/片 本报记者 李玉涛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整理

日照市政协委员牛见玉：

废旧荧光灯

统一回收管理
日照市政协委员牛见玉说，

含汞玻璃碎片填埋对土壤、水源
污染严重，如果对废旧荧光灯管
不加处理或处置不当，有害成分
汞就会通过皮肤、呼吸或食物进
入人体，对人类健康产生极大危
害。

牛见玉建议，日照相关部门
建立废旧灯管回收社区网络，

“建立以社区为单元的回收网
络，以社区为单元，与写字楼和
居民小区等单位的物业公司共
同建立报废灯管的回收网络，在
各社区设立报废灯管专用回收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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