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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发布会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彭
彦伟 ) 3日，记者了解到，自6

月1日开始，日照市人民医院所
有医生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并
开设节假日门诊，而且夏季门
诊服务时间延长到20点，方便
市民就医。

3日上午7点40分，记者来
到日照市人民医院，往常这个
点对于医院来说还是“夜班”时
间，大多数科室还没开始接诊。
可当天，市医院所有科室都已
经开始诊治病人。

“我们现在要求7点30分就

全部上班，比之前提前了半小
时。”市医院一医生说，他们从1

日开始施行这个新惠民措施。
据了解，提前上班只是

日照市人民医院“三增一禁”
的一部分，“三增一禁”包括
全年增设无节假日门诊、增
设错时门诊、增设夏季夜间
门诊，而“一禁”则是严禁医
院 工 作 人 员 带 熟 人 插 队 加
塞、挂人情号等。

“从6月1日起，我们医院全
年所有双休日、节假日均和工
作日同样，都会安排专家门诊

和普通门诊上班，而且要求就
诊需求较多的科室副高级职称
以上专家不得低于工作日平均
比例。”3日，日照市人民医院一
负责人说，这样患者在节假日
也能享受到与正常工作日同质
的诊疗服务。

据介绍，增设错时门诊的
时间范围为全年，要求医院所
有科室全部提前半小时上班，
每天7:30准时开诊，医务人员、
专家按时到岗到位。

而夏季夜间门诊开诊时
间为每年6月1日至8月31日，

晚上18点至20点。若病人较多
时，启用5号楼门诊，各科室提
前制定备用方案报门诊部。根
据医院目前病人就诊情况，在
急诊部开设内科、外科、妇产
科、儿科、耳鼻喉科、眼科、口
腔科夜间门诊。

3日，市医院门诊部主任
来玉民介绍，由于夜间门诊刚
开始实行，市民知情者并不
多，所以现在病号并不是特别
多，“提前半小时上班已经初
见成效，3日上午比平时多接
诊30余个病号。”

提提前前半半小小时时上上班班，，门门诊诊延延至至晚晚88点点
日照市人民医院开展多项惠民措施，效果初显

日照市人民医院夏季夜间门诊开诊时间为每年6月1日至8月31日，晚上6点至晚上8点。若病
人较多时，启用5号楼门诊，各科室提前制定备用方案报门诊部。根据医院目前病人就诊情况，在
急诊部开设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夜间门诊。

雅思和托福只是语言考试 ,

来证明你的语言水平.

雅思考试：国际英语水平测
试(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
guage Test ing System)，简称
IELTS，由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
英国领事馆和澳大利亚国际发
展计划(IDP)共同举办。被英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以及许
多母语不是英语，但许多专业课
程用英语教学的国家的众多院
校采用。

托福考试(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是美国
教育考试服务处(Educational

Testingservice, 简称ETS

)这一美国最大的考试机构主
办的一种旨在确定非英语国家
的学生赴美国等国学习应该具
有的英语水平和程度的考试。

雅思和托福都考口语、阅读、
写作、听力，托福更综合,有效期都
是2年。雅思和托福有哪些区别
呢？1 .雅思的阅读难度大于托福阅

读，雅思阅读中的题目需要全文
搜索答案，而且还有正误判断，对
高中生来说是个挑战；而托福阅
读的每个题都是按顺序来的，除
了一两个全文总结的题；2 .雅思听
力难度比托福简单，雅思的听力
经过训练后都能根据题目预测文
章大意，这点很重要，而托福听力
却需要盲听，意思就是听力听完
之前你看不到题干和选项，很考
听力的实力，而不是做题技巧；3 .

雅思口语是人与人的交流，你需

要对着考官，而托福口语是听完
录音进行复述，实际考察听力能
力，如果心理素质好，雅思口语更
容易出高分；4 .雅思作文和托福作
文 就 大 同 小 异 了 ，只 是 二 者
TASK1中，雅思绝对比托福简单。
5 .词汇上面不用担心，既然决定出
国留学了，词汇量大是百利无一
害；从现在的签证和留学趋势情
况来看，学雅思去欧洲比学托福
去北美容易得多，高中生在雅思
中取得高分也相对多一些。不过

从个人长远发展来说，辛苦一点
考好托福去北美发展，是值得
的。虽然目前的说法是美国和欧
洲相互都接受托福和雅思成绩，
但是从实际情况上看来，去美国
用雅思成绩和去欧洲用托福成
绩都不是很好使，所以，还是针
对心仪的学校选择要考的试吧。
不管怎么说，也不管考什么，早
规划，早准备，早报班，是当务之
急。详情请咨询：环球雅思日照
校区。

雅雅思思和和托托福福是是什什么么？？

66万万余余株株树树木木遮遮出出7744处处““阴阴凉凉地地””
日照市区共93处林荫工程月底将全部完工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李
玉涛 ) 3日，记者从日照市建
委城建科获悉，目前，市区已有
74处林荫工程完工，6万余株各
类树木为市区营造出了“阴凉
地”。据介绍，全部93处林荫工
程月底将全部完工。

3日中午，在北京路与海曲
路交会处东北角和西北角绿
地，几十株新栽植的大树让两
块绿地有了大片的阴凉。“这两
个地方以前没有大树，也没有
游乐设施等。”城建科一名工作
人员说。

记者了解到，围绕解决城
市绿荫不足、林荫道路偏少的
问题，今年日照市计划建设93

处林荫工程，包括迎宾路、海曲
路、烟台路等28条道路行道树

进行补植；银河公园、万平口地
下廊道等37处公园绿地进行提
升改造；沙墩河公园绿地停车
场、凯莱绿地停车场等28处停
车场补栽庭荫树。

此外，还将督导54个单位
庭院小区进行林荫改造，优选
栽植冠大荫浓、适应性强的乡
土树种，着力打造自然、生态的
城市林荫环境和宜人、亲民的
绿色开放空间。

据了解，市区林荫工程从3

月初全面启动，至今已完成74

处，包括28处林荫公园绿地、31

处林荫停车场、15处林荫道路，
共栽植法桐、栾树、楸树、白蜡
等乔木2400余株，各类灌木6万
余株，移植播种麦冬、草坪等地
被植物近14 . 5万平方米。

据介绍，市区林荫工程计
划于本月底全部完工，6月份，
还将在林荫公园绿地内进行原

路铺装，增设一些游乐设施，长
条椅、垃圾桶等，方便居民纳凉
游玩。

““山山东东名名牌牌””怎怎能能缺缺““日日照照制制造造””
日照市质监局启动申报工作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许
妍 通讯员 高凡 ) 日照市
质监局近日启动了2014年山东
省服务名牌和山东省名牌产品
的申报工作，申报截止日期分
别为6月25日和6月15日。据介
绍，日照目前已有90个“山东名
牌”。

3日，日照市质监局一工作
人员介绍，企业申报2014年山
东名牌必须是本年度山东名牌

产品认定目录内的产品。
该工作人员介绍说，今年

认定工作重点在信息、科技、
文化、旅游、养老、金融、供电、
供热、供水、交通运输、居民服
务以及各种商务服务等行业
和领域开展。“今年的‘山东名
牌’产品认定工作变化比较
大。”

首先，名牌认定的目录范
围大幅减少，今年仅有冷冻调

理肉制品等4 6个产品列入目
录范围。“今年重点关注国家
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
制造企业和消费者生活密切
的产品，支持成长性强、有发
展 潜 力 和 前 景 的 中 小 微 企
业。”

同时，认定工作还将严格
限制耗能高、有污染、涉及健康
安全的产业产品，淘汰基础原
材料、中间产品和品牌价值较

低的产品。“再就是严格控制名
牌数量，今年全省山东名牌产
品认定数量控制在 2 0 0个以
内。”该工作人员说。

据介绍，截至2013年年底，
日照已累计培育创建山东名牌
产品90个，涵盖机械、轻工、纺
织、食品、化工、建材、冶金、电
子、医药等多个行业和领域。较
好地树立了“日照制造”、“日照
品牌”形象。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张萍)

日照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5月29

日召开，2014年日照将致力于为青
少年健康成长服务，采取措施帮扶
和关爱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
农村“留守儿童”。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省、市
委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学习了
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精神，为
日照市获省关工委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颁发奖牌。会上回顾
了2013年度工作。过去的一年，全
市各级关工委在维护青少年合法
权益、帮扶困难家庭青少年等方面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了
很多好的经验。

据统计，日照市关工委会同团
市委、妇联等部门开展了“希望工
程圆梦大学”、“心愿直通车”等活
动，两年共筹集资金近200万元，帮
助420余名家庭贫困面临失学的少
年儿童完成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
习，帮助499名品学兼优的特困学
子圆梦大学。

今年，日照市关工委将更好地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服务。在学校厨
房建设方面，日照市关工委将探索
政府主导、关工委协调、部门联动、
社会参与的有效途径。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改
善学生就餐条件，特别是农村学校
条件差，要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克服
困难，为农村学生提供及时便利的
热汤热水、科学卫生的营养餐。

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帮扶和
关爱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
农村“留守儿童”，解决生活和学
习困难。

本报讯 5月30日上午8点30

分，日照港轮驳公司在工作船码
头举行了“安全宣誓日”集中宣誓
仪式，近200名轮驳人统一着装，
整齐列队，面向大海庄严宣誓，共
同发出轮驳人的安全承诺。

“我保证：遵章守纪，恪尽职
守，确保安全！”发自肺腑的铿锵
誓言，道出了员工的心声，激发
了全体员工强烈的共鸣，进一步
增强了员工的安全意识，明确了
安全责任和安全目标，为即将到
来的安全生产月活动营造了浓
厚的安全氛围。

(宋霞 刘军 袁益亭)

两年筹集两百万

助900余贫困学子

轮驳公司举行

“安全宣誓日”

环保手机APP数据

彼此为啥有“冲突”

日前，市面上出现近百种空气
质量监测APP(可在手机等移动设
备上使用的应用程序)，但是不同
的APP发布的数据经常出现“打
架”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数据
来源不同、算法不同。

当前，查询山东省各城市空气
质量数据权威的官方空气质量
APP和官方空气质量网站，分别是
环境保护部所属的中国环境监测
总站发布的“全国空气质量监测”
和山东省环境保护厅(网站地址：

http://58.56.98.78:8801/airmobile)，这两
者都是权威部门，同时也是AQI指
数的“生产者”，因此其发布的数据
是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全
国空气质量监测”，是严格按照国
家环境相关的运行规范和质量控
制的规范进行的，执行的都是国家
一级标准，并定期接受环境保护部
对质量运行情况的考核。其发布的
日照市空气质量数据是纳入国家
监管的3个空气自动监测站数据的

平均值，因此能真实反映日照市空
气质量总体情况。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负责发布
全省17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自2012

年开始，全省17地市的144个空气自
动监测站都实行“TO”运营模式，
所有的监测站都交给了第三方运
营维护，确保监测数据的客观公
正。其发布的日照市空气质量数据
是纳入全省空气自动监测网络的7

个空气自动监测站数据的平均值，
因此数据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较强。

公众应正确看待商业类APP。
有时APP数据较高，与感官及环保
部门发布的指数差距较大。主要原
因是，APP发布的数据是实时数
据，有的只是每小时更新一次，所
以瞬时值不能全面代表一个地区
当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环保部门发布的空气质量数
据往往为全天空气质量的综合情
况。因此，每天24小时的监测数据
的平均值更能反映全天的空气质
量总体情况。

海曲路与北京路路口新栽植的大树今夏将遮出一片“阴凉地”。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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