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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发布会

把把好好新新建建楼楼堂堂馆馆所所规规划划许许可可关关
日照市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 1 月 22 日讯(记者 王
裕奎 通讯员 王晓) 22 日，东
港区法院举行涉民生案件专项集
中执行活动新闻发布会，3 名“老
赖”被带到现场，宣布拘留 15 天。
法院工作人员为 42 名申请执行
人发放欠款 37 万余元。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2013 年，东港区法院共受理各类
执 行 案 件 3 0 6 2 件 ，同 比 上 升
33 . 54% ；执结案件 3064 件，同比
上升 34 . 3 3% ；执行到位标的额
1 . 07 亿元，同比上升 24 . 75%。

在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
一安排下，东港区法院安装并启
用了“执行司法查控系统”，自 8

月初启用以来，通过该系统共查
询案件 800 余件，成功快速执结
案件 110 余件，对于涉及农民工
工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申
请执行人为特困群体的案件，东
港区法院执行局调动全部力量进
行执行会战，共集中执行涉民生
案件 600 余件，拘留“老赖”80 余
人次。

发布会现场，3 名近两天被
拘传的“老赖”亮相，东港法院执
行局副局长王世伟当场宣布对这
3 名老赖行政拘留 15 天。

3 人中年龄最大的刘某今年
64 岁。据东港区法院执行局法官
刘永正介绍，刘某于 1997 年欠某
村村委的承包款 4 万元，村委又
欠两名原告 4 万元，三方达成了
协定，由刘某还两原告的钱。同年
10 月，刘某还了 3000 元，后来又
还了 2 万，但是那 1 . 7 万迟迟不
还。原告将刘某告上法院，法院判
决后，刘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在东港法院立案大厅，工作
人员为 42 名申请执行人发放 37

万余元执行款。申请执行人拿着
身份证排队领取支款单。

59 岁的焦自林就是其中的
一名申请执行人。“我是一个包工
头，给一家建筑公司干完活后，他
们一直拖着不给工资，一共欠了
40 万。”焦自林说，这是他第六次
来领执行款，领来后就将这些钱
发给农民工，让他们高高兴兴回
家过年。

32名申请执行人

领到“老赖”欠款

22 日，全市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今年，
日照市将积极争取列入全省新型城镇化试点，力争
今年全市城镇化率提高 1 . 7 个百分点，达到 53%。

今年城镇化率

力争达到 53%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日
照市将坚持城乡统筹，着力加
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积极争取
列入全省新型城镇化试点，力
争今年全市城镇化率提高 1 . 7

个百分点，达到 53%。
“ 2013 年的全国平均水平

就超过了 53% ，我们虽然有自
己的实际情况，但应该看到差
距，莒县和五莲的城镇化率距
离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会上，日照市政协副主席、住
建委主任许传东强调了这项

工作的重要性。
据了解，今年日照市将按

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
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
水秀”的总要求，完成城市总
规修编及全市城镇化发展规
划编制。这包括完成奎山客运
枢纽周边城市设计等 7 项重点
规划编制，开展中心城区快速
路系统规划、莒县沭东北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五莲东部新
片区概念性规划等一批规划
编制研究。

有序推进

公租房廉租房并轨

今年，日照市将有序推进
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根据中
央、省政策变化，今年日照市
将调整住房保障政策，拟取消
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降低准
入门槛，扩大保障范围，以发
放租赁住房补贴为主，建设公
共租赁住房扩面为辅，逐步实
现公租房和廉租房统一规划
建设、统一准入分配、统一运
营管理。

积极争引扶持资金，继续
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
度，年内全市开工建设保障房
12300 套，发放租赁住房补贴
2500 户。所有新建项目要确保
9 月底前开工，按时完成省里
下达的任务。

严格审核把关，实行“阶
梯租金”、“租补分离”动态管
理，完善住房保障准入和退出
机制，确保保障房发挥最大社

会效益。
今年，日照市还将加快农

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全年计划
建设农房 1 万户，改造危房
2000 户。并加快推进农村房屋
确权登记颁证。

探索完善“制度+科技”

防腐新模式

会上还指出，要严格落实
好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实施办
法和市委实施意见，厉行勤俭
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控三公
经费支出，勤俭办一切事业。

要把好新建楼堂馆所规划
许可关，严格控制办公用房维
修改造。突出规划审批、房地产
开发、工程承发包、质量安全监
管等关键环节，探索完善“制度
+科技”的防腐模式，从源头上
预防腐败问题的发生。

日日照照乾乾通通新新春春巨巨惠惠让让您您““马马上上有有车车””
新帕萨特 2013 年再夺 B 级车销量冠军，2014 款车型荣耀上市

上海大众日照乾通 4S 店推出
“新春众享”钜惠，活动期间，到上
海大众日照乾通 4S 店现车钜惠狂
享，让您“马上有车”，实现回家愿
望！日前，乘联会公布了 2013 年销
量数据，上海大众新帕萨特以超过
23 万辆的优异市场表现，再度蝉
联 B 级车市销量冠军，并取得了
累计销量突破 50 万辆的非凡成
绩。新年伊始，上海大众推出了
2014 款新帕萨特，全新升级的车型
为广大消费者带来了更多惊喜，在
实现帕萨特品牌的锐意进取和自
我突破的同时，也尽显上海大众不
断提升产品实力和品牌价值的努
力。
蝉联年度销量冠军
累计热销 50 万辆

作为 B 级车市的领军者，帕

萨特品牌在 2012 年夺得细分市场
年度销售冠军宝座之后，在 B 级
车市竞争白热化的 2013 年持续发
力，全年累计销售达 230,914 辆，强
势卫冕中高级车市销量冠军。2013

年 12 月，新帕萨特以累计销量突
破 50 万辆的优异市场表现，成功
助力帕萨特品牌销量突破 160 万
辆，成为 B 级车坛的领军者。

2011 年上市以来，新帕萨特市
场占有率逐年增长，2013 年市场
占有率达到 11 . 2%，是 B 级车三厢
市场唯一占有率超过 10% 的车
型，也是年销量唯一突破 20 万辆
的 B 级车型，牢牢掌握着国内 B

级车市的绝对话语权。
在取得优异市场成绩的同时，

新帕萨特亦凭借卓越的品质与良
好口碑，在各权威媒体评选活动中

屡获佳绩。2013 年，新帕萨特不仅
将“销量长青中高级车”、“最佳口
碑 B 级车”、“年度中高级车”等多
项大奖收入囊中；年底又先后荣获
了中国强势媒体汽车联盟以及专
业测评网站车讯网评出的“年度畅
销车型”及“年度车型”两项奖项，
再次体现了业界及广大消费者对
新帕萨特卓越品质的认可和信赖。
2014 款新帕萨特上市
智能升级提供更多选择

新年伊始，上海大众推出 2014

款新帕萨特，它在内饰配备和智能
科技方面为消费者带来了众多惊
喜，将新帕萨特的价值内涵及竞争
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2014 款新帕萨特在原有产品
线的基础上，新增了三款智能导航
版车型，配备了智能娱乐导航系

统，支持多种格式媒体播放以及后
视倒车影像等众多功能，并配备了
6 . 5”彩色触摸屏，所有操作都可通
过轻触屏幕或语音命令完成，并能
够根据车速调节音量，为驾乘者带
来更为智能尊崇的出行体验。同
时，2014 款新帕萨特车身新增了
釉金、檀紫两种颜色，内饰也在原
有的尊贵米色内饰和高档黑色内
饰外，增加了棕色内饰的选择，再
度提升新帕萨特的大气和尊贵感，
也为车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
此外，2014 款新帕萨特还增加了
更具智能化和实用性的功能，如虚
拟踏板功能，能解放双手，让车主
想要打开后备箱时无需再用钥匙
解锁来提起箱盖，只需携带钥匙在
后备箱位置轻轻抬脚扫过感应装
置，后备箱便会自动解锁打开，方

便实用的功能充分展现了新帕萨
特的智能科技魅力。

自上市以来，新帕萨特始终占
据着国内中高级车市的领军地位，
连续蝉联中高级车销量冠军。2014

年刚刚开始，新帕萨特已带着锐意
求新的精神和创领格局的姿态再
次出发，此次智能升级的 2014 款
新帕萨特将更进一步提升品牌实
力，巩固上海大众汽车在国内中高
级车市的话语权，并助力帕萨特品
牌屹立于中高级车市场巅峰。

四年以来，上海大众日照乾通
4S 店基于客户满意度第一的发展
理念，秉承上海大众“追求卓越
永争第一”的企业文化，致力于为
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专业的服
务，在新的一年里愿大众的陪伴为
您的出行安全保驾护航。（本记）

本报记者 李玉涛

理理化化实实验验操操作作今今年年列列入入初初中中学学业业考考试试
分值共 20 分，明年将增加音乐、美术等内容

本报 1 月 22 日讯(记者 张萍) 22 日，
记者从日照市教育局获悉，2014 年日照初
中学业考试将增加物理和化学实验操作考
试，分值各为 10 分，总计 20 分，记入初中学
业考试总分。另外，从 2015 年起，生物实验、
音乐、美术等考试内容也将亮相初中学业考
试。

据介绍，理化实验操作考试的主要内容
为物理、化学课程标准及教材要求学生掌握
的实验技能和操作要求。主要考察理化实验
方案的设计、实验仪器的选择和组装、实验
操作、实验现象的观察、实验数据的记录和
处理、实验报告的填写及简单的误差分析，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

据了解，在物理、化学两个学科实验操
作题库中，每人抽取一项实验进行实验操作
考试，其中物理题库共有 6 道可选题，化学

有 4 道题。
据了解，近年来，日照中考改革步伐始

终没有停止。2011 年，体育考试首次列入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男生可在 1000 米、引体向
上、立定跳远、掷实心球、篮球运球和跳绳中
任选 2 项，女生可在 800 米、仰卧起坐、立定
跳远、掷实心球、排球垫球和跳绳中任选 2

项。每项满分 100 分，按 20% 折算，两项满分
40 分，加上平时考核 20 分，总共 60 分。

2013 年，日照市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
教育招生考试首次实行网上阅卷方式，更加
客观、科学地评价考生的真实成绩，让考试
更加公平公正。

据日照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不断进
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改革，有利于充分发挥
招生考试的导向作用，引导学校开全开齐课
程，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3 名“老赖”被带到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摄

考题内容：

化学：粗盐中难溶杂质的去除；二氧
化碳的实验制取与性质；金属的物理性质
和某些化学物质和一定溶质质量分数的
氯化钠溶液的配制

物理：测量水平运动物体所受的滑动
摩擦力；测量固体和液体的密度；探究水
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探究平面镜成像
时像与物的关系；探究通电螺线管外部磁
场的方向和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考试分值：

物理和化学实验各 10 分，总计 20 分

考试时间：

初三学年第二学期

日日照照力力争争年年内内开开工工三三大大高高速速
将形成“三纵两横一连”高速公路网

本报 1 月 22 日讯(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宋炜 ) 22

日，记者从 2014 年日照市公路
会议上获悉，日照将力争潍日
高速、岚临高速、机场高速年内
开工建设，全市“三纵两横一
连”高速公路网尽快形成。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日
照市将抢抓全省加快高速公路
建设的战略机遇，明确责任，落
实专人，统筹协调，跟踪推进，

掀起新一轮高速公路建设高
潮，除力争潍日高速、岚临高
速、机场高速年内开工建设外，
还要科学实施日兰高速路面大
修、日照收费站扩容改造和 335

省道三庄至陵阳段中修等养护
工程。

重点实施一批影响全局、支
撑长远发展的大项目。全面加快
建设进度，确保 613 省道西延完
成路基桥涵工程，起点至机场段

实现单幅通车；222 省道西湖至
岚山段完成路基桥涵工程。

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
超前谋划一批公路重点项目。
力争今年完成 206 国道改建、
613 省道二期、222 省道潍坊界
至西湖段改建和日兰高速增设
服务区等的立项工作。早日启
动纳入国家公路网的 334 和 342

省道西延，全省沿海公路贯通
等项目的前期工作，积极争取

更多项目纳入省道网规划调
整，努力构建大路网。

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
在路网改造、养护工程和生态
绿化实施中，统筹规划建设文
化设施，重点打造 204 国道海洋
文化公路，深入挖掘涛雒古镇
文化、渔家民俗文化、丁肇中祖
居文化。选择重要路段和关键
节点，加强创意策划，建设文化
公园，提高融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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