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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专栏“绿茶馆”栏目开张了。我们将会用新鲜资讯和权威
说法，解读日照绿茶做大做强的产业发展之路，记录日照绿茶的点
滴，欢迎您来做客。您若有关于日照绿茶的新闻线索，可拨打
15898995273 与我沟通。 (主持人：李清)

本报“绿茶馆”欢迎来坐坐

本报 6 月 26 日讯(记者 李
清) 近日，记者从日照市茶行业
协会获悉，该协会与山东省质监
局标准化院合作推出的日照绿
茶行业生产标准经过两个月的
完善审核，已经通过有关部门批
准备案并正式生效了。第一批 9

家茶叶企业已经授权使用。这是
日照市第一个经过政府备案的

“企业联盟标准”。
自今年 4 月中旬，日照市茶

行业协会带头组织邀请山东省

质监局标准化院来日照实地考
察茶叶情况。随后经过山东省及
日照市多位相关食品专家的论
证和完善，最终制定出了日照绿
茶生产标准，并于 6 月 23 日正式
通过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并
正式生效。

该标准有效期截至到 2017

年 6 月 22 日。
据介绍，自 2010 年起，日照市

茶叶企业多使用山东省地方标准

日照绿茶标准作为行业标准。该
标准将于今年 8 月 31 日作废。

“茶企生产需要行业标准。
之前的地方标准即将作废，很多
企业面临自费开发企业标准的
压力。由于涉及到很多国家规定
和食品安全要求，很多企业推出
自己的企业标准都有难度。”日
照茶行业协会会长王子春介绍，
本次他们组织制定的茶叶标准
将授权数十家企业使用，在为茶
叶企业节省开发资金的同时，也

为他们提供了严谨的行业规范。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由

行业专家先后四次完善制定出
了日照茶叶生产的行业标准。”
作为由日照市茶行业协会主力
推出的茶行业标准，该标准是日
照市首个“企业联盟标准”将为
众多茶叶企业服务。目前圣谷
山、淞晨、瀚林春等 9 个日照茶
行业协会理事单位已经授权使
用该标准。

据介绍，本次茶行业生产标

准相较于之前的地方标准，其参
考的食品安全规范都是最新的。
其中在“理化指标”中新的行业
标准增加了铅、稀土限量和农药
残留限量的规定。

为了保证新的绿茶行业行
业标准执行的规范性，被授权使
用的企业需证照齐全有一定的
企业规模并具有良好的社会信
誉。目前已有多家茶企主动联系
日照茶行业协会希望使用该标
准。

本报 6 月 26 日讯(记者 李
清) 目前正值日照红茶和中低
档日照绿茶的生产期。以往此时
已经控制生产的茶企纷纷调整
产品比重，增加了中低档茶叶的
生产销售。即便如此，茶企生意
冷热不均依然十分明显。曾着重
政企渠道的茶企呈现产品滞销
趋势。相较之下，注重市场流通
的茶企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6 月 26 日，薄家口的茶叶加
工商人薄先生开始联系外地茶
商准备给他们寄送样本。据他介
绍，之前他一直为某知名茶企做
茶叶代加工。由于形势急转直
下，原本生意红火政企销售渠道
发达的该企业滞销了大量茶叶。
眼看生产规模不断缩小，薄先生
自寻门路在网络上寻找外地客
商准备发展销路。

他的转变得益于同行张先
生。“之前我们的生意不相上下，
他走市场流通穿梭省内各茶叶
市场，主要以生产中档茶叶为
主。我则为知名茶企生产高档日
照绿茶和红茶。现在我的上家突
然缩小收购，搞得我措手不及。”
他介绍在张先生的带动下，先后
到潍坊和济南茶叶市场考察多
次，在询问了业内多位流通市场
的同行后才准备发展客户自寻
销路的。虽然已经有几个商家流
露合作意向，但主动遍寻商机的
他还是感叹万事开头难。

济南路上的一家茶叶店铺
也遭遇同样情况，之前门庭若市
的局面一去不复返，连日来店内
生意日益冷清。他们今年已经转
变经营思路，将生产重点由高端
茶叶转移到中低档大众消费茶

叶上来。“现实把我们打回到了
七八年之前，面临的行业压力可
想而知。”老板王先生说。

相较于上述茶企的窘境，多
年坚持走市场流通渠道的李先
生自认为幸运许多。“按照之前
的设想，市场流通渠道走顺后也
开始发展政企渠道。但在我们还
没有转变之前形势就发生了变
化。事实证明市场路线是茶企发
展的保险路线。”他说。今年他自
建了行业谈论群组，发展省内各
地茶商，收效不错。从四月中旬
开始陆续有十几批外地客户前
来考察。客户们的要求让他对自
己的市场路线更有自信了。

“市场流通渠道受制市场行
情变化，无非与市场供需发生反
应。设立完善发达的销售网络可
以保证茶企的发展。之前对于高

档茶和政企渠道的错误追求在
大环境的变化下让更多人不得

不正面认识市场的正面作用。”
一位茶行业人士表示。

中高档茶叶滞销急坏小茶商

高高档档茶茶滞滞销销，，小小茶茶商商主主动动出出击击找找市市场场

99 茶茶企企率率先先启启用用茶茶叶叶生生产产新新标标准准
为日照市第一个“企业联盟标准”，增加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

某展会上日照一家茶企受到消费者追捧。 本报记者 李清 摄

本报 6 月 26 日讯 (记者
许妍 ) 26 日，记者从日照市教
育局获悉，日照市 2014 年初中
学业考试阅卷统分工作已经结
束，市区考生成绩于 25 日下午
就开始可以查询，考生对成绩
有异议的，得需要通过学校申
诉复核。

日照市外国语学校的岳同
学在 2 5 日下午 6 点左右在日
照市教育局网站上通过中考成
绩查询入口登陆，查到了自己
的成绩。“很快就查到了，也就
用了一分多钟。”岳同学说。据
了解，在查询界面上可以看到
自己的总成绩和每一科的成
绩，岳同学对自己的成绩并不
满意，总分 5 9 4 分。“怕今年高

中录取线会提高，孩子这个成
绩还是挺危险的。”岳同学的妈
妈说。

据了解，考生可查询语文、
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
思品、历史、地理、体育、信息技
术、理化实验操作共 12 科成绩
(初二查询地理、生物 2 科成绩)

和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等级。
按照《日照市 2014 年普通高中
招生工作意见》(日教字〔 2014 〕
48 号)规定，折算后用于高中招
生录取的成绩同时公布。

此外，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提醒考生，如对考试成绩有疑
问需要复核的，不接受考生个
人直接报送。而是需考生本人
于 6 月 2 9 日前向学校提出书

面申请，注明姓名、学籍号、准
考证号、查询学科及成绩 (申请
多科复核的，请考生按差异大
小排好复核顺序 )，任课教师和
班主任分别签字确认，学校汇
总，校长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
后报区县教育局，教育局汇总
形成统计表 (电子版发送至邮
箱 rz8706001@163 .com)并加盖
公章，连同考生书面申请于 6

月 3 0 日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
科，市直学校直接报送，过时不
予受理。

日照市教育局将成立专门
小组进行复核，只复核成绩合
成情况，不组织重新阅卷。经复
核确实有误的，予以更正，并通
知有关区县教育局和学校。

日照市 2014 年初中学业考试成绩公布

成成绩绩有有异异议议，，考考生生可可通通过过学学校校申申诉诉

本报 6 月 26 日讯 (记者
张永斌 通讯员 王西江 ) 7

月 4 日、5 日，声乐教育家、作曲
家、广东音协副主席姚峰将在
日照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二楼
多功能厅授课，音乐骨干可免
费报名参加。姚峰是中国好声
音学员、流行乐坛新生代姚贝
娜的父亲。

此次活动由日照市文广新
局主办，日照市群众艺术馆、日
照市音乐家协会承办，以加强
对基层文化单位业务骨干的培
训，提高群众文化队伍的业务

素质，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

姚峰是声乐教育家、作曲
家、广东音协副主席，武汉音乐
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多年来，他创作的歌曲达数
百首，其中《又见西柏坡》获 2003

年度央视音乐电视最佳美声作
品奖及政府“星光奖”一等奖，这
首歌曾伴随杨立伟遨游太空。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流
行乐坛新生代、青歌赛金奖得
主、中国好声音学员姚贝娜的
父亲。2010 年 7 月他在深圳音

乐厅与学生刘罡、姚贝娜一起
成功举办演唱会。

7 月 4 日上午，姚峰将授课
美声、民族、流行唱法之异同。7

月 5 日上午，姚峰将授课歌曲
写作杂谈。

日照市每个区县文化馆
(站)音乐骨干、日照市直文化系
统音乐骨干、日照市音协音乐
骨干、日照市文化义工音乐骨
干均可报名参加。报名时间截
至 7 月 3 日。报名地址为日照市
群众艺术馆办公室、文艺部，报
名电话：3992222 、3992157 。

姚姚贝贝娜娜父父亲亲来来日日照照讲讲学学
日照的音乐骨干可电话报名免费参加

本报讯 (通讯员 于淑
玲 ) 为杜绝校园不文明现
象，纠正班级存在的不良习
惯，提高全体学生的人格素
养和道德修养，创建文明的
校风、班风。本学期，五莲县
实验小学举行“告别陋习，握
手文明”的教育活动。

本次活动形式灵活多
样，首先各班利用班会动
员学生参与活动，其次采
取大眼睛行动，让每个学
生利用节假日寻找文明及

不文明行现象，可拍下来，
可画下来，可写下来自己
的想法。接着利用班会观
看视频及学生自己搜集的
不文明现象，让学生明白
了有些时候，我们不文明
的行为还会影响整个学校
的名誉和声誉。

然后在各班及各年级
之间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情
景剧表演。最后各班还让
每个学生写下“告别陋习、
握手文明”的决心书。

五莲实验小学

告别陋习握手文明

本报讯 为持续提升客
户体验，推动平安人寿在市
场建立优势影响力，在 2014

年的服务工作规划中，平安
人寿日照支公司的各级领导
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做好多元
服务宣传工作，提倡“主动思
考、主动服务、主动创新”的
工作理念。

为推动 E 化占比率，日

照中心支公司组织 E 化渠
道推动培训班，在培训期间，
柜员和与会人员深刻交流，
共同探讨 E 服务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同时，经验丰富的
业务人员和新入司的员工面
对面的交流，对于 E 行销的
一些操作注意事项和操作规
则，新人们都有了一个系统
的了解。 (纪哲)

平安人寿 E 渠道

主动创新服务

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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