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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发布会

本本月月起起中中医医院院停停车车开开始始收收费费
小型机动车白天每2小时3元，凭相关单据可免费停车

文/片 本报记者 彭彦伟

从3月1日开始，日照市中医
院停车场正式开始收费。小型机
动车白天2小时3元，夜间2元一次，
半小时之内免费。凭当日门诊收
费专用票据或住院收费专用票据
或预交金收据一律免费停放。

记者采访了解到，该政策实
施两天以来，上午停车高峰时间，
车辆明显减少。“之前附近上班的
还有逛街的，很多人都把车停在
医院里，真正看病的患者却进不
来。”该院一名保安说。

1日起停车收费

凭相关单据可免费

2日上午 9点，记者在日
照市中医院看到，门口设立
了双向 4车道的栏杆以及收
费岗亭等设施，由于从1日刚
开始实行停车收费制，很多
市民并不知情，所以保安在
现场指导车辆进出，现场显
得有些混乱。

记者看到，门外设立了
临时标识牌，写有收费明细。
自行车每次0 . 5元不分时段，
电动自行车、二轮机动车1元
一次，不分时段；三轮机动车
白天2元2小时，夜间1元一次；
小型、微型机动车白天 3元 2

小时，夜间 2元一次；中型机
动车白天 4 元 2 小时，夜间 3

元一次；重型机动车白天 5

元 2 小时，夜间 4 元一次；其
中不足 2 小时按 2 小时计算，
计 费 时 间 段 分 为 白 天 和 夜
间，白天时段为早 7 点至 1 9

点 (含 1 9 点 )，夜间时段为 1 9

点至次日早 7 点(含 7 点)。
据了解，机动车进出停

车场，即停即走或停车时间
不超过半小时 (含半小时 )不
收费。车主凭当日门诊收费
专用票据或住院收费专用票
据或预交金收据一律免费停
车。

军 车 及 执 行 公 务 的 警
车、消防车、救护车等特殊车
辆，免收停车费。与来医院就
诊，探视病人或和医院无相
关业务的外来车辆单纯性停
车的，按相应车型收费标准
的7倍收费。

实施两天后

车辆明显减少

据了解，日照市中医院
共有不到500个停车位，每天
车流量在千余辆，上午8：30到
10 :00之间是车流量最大的时
候。“这个时间段院内根本没
有停车位，基本是爆满。”一
名保安说，从1日开始停车收
费以来，虽然车辆也比较多，
但大部分时间都有停车位。

据该保安介绍，由于医院
周边有百货大楼，太阳城等购
物中心，人流、车流较大，但附
近并没有大型停车场，停车难
一直是附近的一大难题。“很
多逛街的还有上班的，都把
车辆停在医院里，而真正来
看病的患者却没有停车位。”

该保安说。
本报在2012年7月20日曾

以《医院停车难可望得缓解》
为题报道了日照市物价局批
准日照市人民医院与日照市
中医院停车收费一事。

两个医院的相关负责人都
表示，收费并不是主要目的，只
是想让患者能顺畅就医，不需
增加无谓的麻烦。他们也表示，
由于现在机动车数量增长太
快，收费只能暂时缓解停车难，
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记者随即采访了几位市
民，大部分市民都表示能够理
解停车收费一事。“真正看病的
不收费，看病号的话半个小时
虽然有点紧张，但也不是针对
一个人，目的还是让大家都方
便，这个政策可以理解。”市民
孙先生说。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辛
周伦 ) 为不断增强企业规范
化经营理念，进一步提高服务
效能和市场竞争力，更好保护
消费者利益，日照市企业发展
联合会联合本报等多家单位
共同开展全市第三届诚信服
务双满意单位和诚实守信服
务标兵活动。从即日起开始报
名。

该活动由日照市企业发展
联合会、齐鲁晚报《今日日照》、
日照市经济信息网、日照市诚

信品牌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共
同主办，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开
始。获得诚信服务双优单位和
诚实守信服务标兵，将通过媒
体向社会公布，推介宣传诚信
品牌单位。

据了解，申报本次活动的
企业，应依法登记，取得政府相
关部门颁发的证、照，并按核定
的范围开展工作。要严格遵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
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服
务工作制度健全，自觉接受政

府及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参
评单位两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
和新闻媒体曝光问题，且未发
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此外，服
务标兵由单位自行组织推荐。

这是日照市举办的第三届
诚信企业推介活动，旨在弘扬
诚实守信，倡导企业诚信自律，
发挥诚信企业典型示范作用，
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强化企业
诚信经营理念，提升诚信企业
形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
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据了解，前两届的评选，在
全市涌现出了许多消费者信赖
的服务品牌单位和先进个人，
提高了经营者诚信经营和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自觉性，受
到社会的广泛赞誉。

为加强对此次活动的领
导，主办单位将专门成立日照
市争先创优领导小组。各申报
企业按要求将申报材料，一式
两份，报送至日照市争先创优
领导小组办公室。咨询电话
0633-6239081。

第第三三届届诚诚信信企企业业开开始始报报名名
申报企业须两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李
玉涛 ) 记者从日照市自来水
公司获悉，今年重点民生工程
之一的市北水厂工程目前进展
顺利，计划年底建成试运行，从
根本上解决市北区域水资源短
缺的问题。

据了解，在日照市2014年
城建计划中，市北水厂续建工
程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今年
计划完成水厂土建及安装工
程，并配套敷设原水输水管道
12 . 5公里。

市北水厂供水工程是以户
部岭水库为水源，在山海路与
临沂北路路口东北方向，建设4

万吨地表水厂。该工程于去年
下半年开工建设，计划今年底
建成试运行。目前，场地土方平
衡基本完成，7500 立方米清水
池基坑开挖过半。

新建的市北水厂工程设计
生产能力日供水四万立方米，
主要服务于市区北部区域，工
程主要构筑物有絮凝沉淀池、
臭氧接触池、炭砂双层滤料滤
池和清水池等主体建设。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市区
北部区域、山海天旅游度假区
以及大学城科技园区的快速发
展，该区域企事业单位、居民区
的生产、生活用水量需求不断
增加，水源紧缺程度逐年加剧。

水厂调试投产后，市区北
部区域近期水源短缺的问题将
从根本上解决，同时，市北水厂
投运后将有效满足市区北部区
域的中长期用水需求，提高城
市承载能力和居民生活质量，
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用水
需求，改善投资环境，具有显著
的社会效益。

此外，今年日照市还将完
成临沂路 (山海路至市北水
厂)、山海路(临沂路至北京路、
昭阳路至临沂路)、北京路(锦
华大厦至山海路)等8 . 7公里市
北水厂配水管网工程；完成淄

博路(烟台路至青岛路)、泰安
路 (临沂路至菏泽路 )等7条道
路5 . 8公里市政配水管道安装
及改造；完成日照一水厂、二水
厂、东港水厂、两城水站紫外线
消毒设施改造。

市市北北水水厂厂年年底底建建成成试试运运行行
设计日供水能力4万吨，彻底解决市北区域水资源短缺问题

市北水厂施工现场。 本报通讯员 孟华 摄

2日上午，车辆通过收费岗亭驶进
中医院。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徐艳)

记者从日照市公安局获悉，特警
支队拟向社会公开招聘40名辅警
人员，从事特警巡防职位和指挥
调度职位，报名时间为3月11日至
12日。

据了解，报考人员需有高中
以上文化程度，具有日照市常住
户口，退伍军人优先录用；年龄在
18至28周岁之间(1985年3月1日至
1996年3月1日期间出生)。双眼裸眼
视力4 .8以上；男性净身高1 .70米以
上，女性净身高1 .60米以上。

报考人员可于 3 月 11 日至
12 日持《招聘辅警人员报名表》、
身份证、学历证书、户口簿及照片
等到日照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警务
科参加现场目测和资格审查。咨
询电话：3667508、3667509。

此次招聘采取面试、体能素
质测评的方式进行。面试主要测
试报考人员从事岗位工作所必需
的综合分析、组织协调、反应应
变、言语表达能力和举止仪表等。
体能素质测评为1000米(女子800

米)、10米×4、立定跳远、引体向上
(女子 1 分钟仰卧起坐)等项目，面
试和体能测试时间定为 3 月 14 日
上午。

据了解，被聘用人员隶属日
照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根据岗位
需要派遣到特警支队，由用人单
位负责日常管理。每人每月基本
工资1200元，享受岗位补贴和绩效
奖金，并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

公安特警支队

招聘40名辅警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刘涛)
3月1日至2日，日照市冬泳协

会代表队在北京水立方参加了
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举办
的2014年全国冬泳邀请赛。日照
冬泳健儿喜获佳绩。

据了解，单项比赛中有五人
七项进入前八名。其中一项第一
名，两项笫二名，两项第四名，两
项第六名，一项第七名，一项第
八名。年逾七十岁的“疯狂老太”
曲绍芬在女子65--69岁组50米
自由泳中，以5分13秒6的成绩获
得第一名。陶玉华和孔建国也分
别在女子50--54岁组100米蛙泳
和男子40--44岁组100米蝶泳比
赛中获得了第二名。实现日照游
泳史上零的突破。

日照冬泳出彩

七旬老太获冠军

运输建筑垃圾

收费标准调整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辛周

伦)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
圾管理，日照市物价局出台文件
对城区建筑垃圾处理费标准进
行调整。新标准从5月13日开始
执行，试行一年。

收费标准规定，城市建筑垃
圾处理费包括建筑垃圾的收集、
运输、垃圾场无害化处理等费
用。对进入垃圾处理场处置的建
筑垃圾处理费，按每吨2元执行；
收集、运输等其他费用，运距5公
里以内 (含5公里 )按每吨8元计
算，运距5至10公里(含10公里)按
每吨 11 元计算，运距 10 公里以
上按每吨 13 元计算。

此外，收费单位需到日照市
物价局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手
续，方可收费。城市建筑垃圾处
理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收费收
入全额缴入同级财政专户，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
此次调整标准自今年5月13

日起执行，试行期为一年。试行
期满前3个月重新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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