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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首届届““滨滨州州百百姓姓最最喜喜欢欢家家常常菜菜””评评选选细细则则出出炉炉

经山东惠民力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分立。本次分立的形
式为派生分立。山东惠民力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分立为山东惠民力洁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和山东惠民力康酒业有限公司。分立前山东惠民力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为30万元。分立后山东惠民力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5万元；山东惠民力康酒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万元。原公司债务由分立前
后的两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45日内，本公司债权人应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由本公司提供相应的
担保，并以书面形式函告本公司。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本公司地址：惠民县城勃李东路西侧(鑫惠建材公司院内)
联系人：常伟 电话：0543-5366698 邮政编码：251700

山东惠民力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4年6月30日

分分立立公公告告

本次比赛的参赛菜点范围包
括中餐热菜、中餐冷菜和中式面
点。

1、中餐热菜：选手根据滨州地
方饮食文化特色和烹饪技法特
点，自备原料、餐具和特殊厨具。
制作1款作品，满足8人食用量，另
备2人量尝碟供评委品尝。时间为
60分钟。

2、中餐冷菜：选手根据滨州地
方饮食文化特色和烹饪技法特
点，自备原料、餐具和特殊厨具，
制作一道食用性强的冷菜(不包括
花拼)，满足8人食用量，另备2人量
尝碟供评委品尝。时间为60分钟。

3、中式面点：选手根据滨州地
方饮食文化特色和烹饪技法特
点，自备原料、餐具和特殊厨具，

制作1款作品，馅心制作须在场内
完成，原材料不允许提前制作，馅
料不允许提前调味，满足8人食用
量，另备2人量尝碟供评委品尝。时
间为60分钟。

各参赛单位自带餐具要在背
面标识各自单位，赛后在统一地
点位收回。

评分方法

1、现场操作评分：采用操作过
程评判与作品质量评判相结合。
其中，操作过程由前场评委对每
位选手的整体现场表现进行评
判、打分，满分为10分。作品质量由
后场评委对每位选手的作品质量
进行评判、打分，满分为90分。在给
分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

分，取平均，平均分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作品总成绩分别由操作过
程(10%)与作品质量(90%)组成，满
分100分。

2、成绩审核方法：各项作品打
分均由评委签字，现场工作人员
对评委的成绩进行核对无误后送
至统分室进行成绩录入。成绩录
入完毕后，工作人员交换岗位进
行核对，无误后按照各项成绩所
占比例统计选手最终成绩，并排
名，打印完毕交至评委组组长审
核签字。

3、成绩公布方法：待每场作品
评判完毕，成绩录入审核无误后，
立即进行公布。

评判细则

(一)现场操作
现场操作表现评判标准：按

切配加工、烹调制作、节约实用、
安全卫生、赛场纪律5项进行评判。

1、切配加工过程规范有序，动
作协调适当，刀工娴熟，刀法准
确。

2、烹调制作操作程序合理，烹
调方法运用恰当，勺功熟练协调，
调味准确快捷。

3、操作符合行业实际，注重节
能减耗，原材料使用合理，废弃物
处理妥当，没有浪费现象。

4、个人卫生符合要求，操作过
程安全，现场整洁有序，原材料存
放安全卫生，器具干净卫生。

5、遵守赛场纪律和规定，按时
独立完成作品制作。

(二)作品质量
作品评判标准：从观感、味

感、质感、营养卫生、地域特色和
文化内涵5项进行评判。

1、成型美观，刀工细腻，规格
整齐，汁芡适度，色泽自然，装盘
协调。

2、味型恰当，口味纯正，主味
突出，调味适当，无焦糊、腥膻等
异味。

3、火候得当，质感鲜明，符合
应有的口感特点。

4、作品清洁卫生，生熟分开，
点缀装饰恰当，营养保持合理。

5、突出家常特点和家常味道，
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
方传统风味特色，菜点加工工艺
相对简单，能向大众普及推广。

京京博博搭搭擂擂台台比比拼拼国国学学知知识识
加强员工对国学文化的热爱，提升员工的道德修养

本报6月29日讯 (通讯员
周康飞 记者 李运恒 ) 24
日下午，京博控股第二届国学
文化“一站到底”活动拉开序
幕。活动中，各参赛代表队通过
必答、抢答企业文化、国学知识
等，抢夺擂主。丰富的活动内
容、紧张的活动气氛加强了参

赛队员对国学的热爱，更是企
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秉承和
发扬。

据了解，京博控股第二届
国学文化“一站到底”活动以

“徜徉传统文化、秀出京博风
采”为主题，而弘扬国学传统、
呼唤人文精神、加强素质教育，

也正是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重
要内容。

大赛共有京博控股内的九
支代表队参赛，除了常规类型
的个人必答题、抢答题，还特别
设置了团队协作题，互动性极
强。公司通过这样一种比赛形
式，呼吁广大员工加强学习国

学文化。活动既丰富了员工的
国学知识体系，还加强了员工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促进
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发展的有
机结合。通过学习国学文化，员
工的人格、情操、气质、修养和
职业道德得以升华，从而养成
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明明晚晚到到中中海海航航母母赏赏消消夏夏晚晚会会吧吧
本报6月29日讯 (记者 王

忠才 ) 6月12日，中海航母以
一场炫丽多彩的甲板美食文化
节开启了它的全新之旅，美食
文化、舞台演出等吸引了一大
批市民参与，每晚接待人次达
千人。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7
月1日，中海航母喜文化消夏晚
会将再放光彩，滨州老年体协
民族乐团、滨州市中海合唱团、
滨州市枫叶艺术团将为市民送

上喜文化大餐。
滨州市中海合唱团于2006

年成立，团队成规模建制名师
专业化教学，用心演绎，足迹遍
布全中国，赢得了无数荣誉。枫
叶艺术团成立于2003年6月，共
参加各级演出比赛两百余场，
屡获全国、省级大奖。枫叶团员
都是滨州舞台上的老面孔，她
们从少女时代一直舞到了中老
年，团员之间建立起心灵相通

的手足情谊，给更多的人带来
精彩节目，带来爱的力量。

舞蹈《金蛇狂舞》，乐曲旋
律昂扬，热情洋溢，锣鼓铿锵有
力，带你感受节日的欢腾气氛；
民乐合奏《幸福年》，以质朴明
朗并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音乐
语言，反映了我国农村蒸蒸日
上的景象和喜获丰收的农民愉
悦舒畅的心情；苏联歌曲《山楂
树》曲调悠扬婉转，词语意境深

远，每当音乐随着手风琴响起，
那流淌的音乐便激荡着每一颗
年轻的心，虽然隔着一个国界，
但是情是相通的，爱是相通的，
那流转着浓郁的乌拉尔风情的
优美旋律，让你在航母上感受
青春……

精彩不断的节目，让你在
中海航母上感受喜文化律动的
魅力，舞动青春激情。精彩节
目，你还在等什么？

十十年年创创百百万万传传奇奇，，为为CCRR--VV击击节节叫叫好好
本报讯 不知不觉， CR

-V已经进入中国十年，从开始
的刚毅气质，到现在的时尚领
衔，CR-V也在不断地融合时
代气息，与时俱进的走在行业
先锋的队伍之中。来自官方的
最 新 信 息 显 示 ，近 期 东 风
Honda CR-V将达成100万销
量，步入耀眼的“百万量级”单
一车型行列。

现在的产品同质化现象明
显，除了在设计上各有千秋之
外，很难有一款全面领先的产

品，但CR-V却能够持续充当
行业翘楚，究竟有何依仗？除了
均衡的性能表现，过硬的品质
保障，最值得称道的还是CR-
V 拥有的无可比拟的口碑优
势。简单地说就是，很多人在打
算购置SUV车型的时候，脑海
必然会联想到CR-V，而问遍
周遭亲朋好友，得到的答案也
几乎都是好评。

当百万达成的历史时刻即
将到来的时候，东风Honda一
样没有忘记每一位用户的厚

爱。从3月1日起到百万达成时，
CR-V新购车主将有机会赢取
免费置换大礼。其中，第一百万
位车主(按照CR-V登录顺序)
可直接享有免费置换权，而另
外20个置换大礼将从3月1日起
到第一百万位车主中随机抽
取。获得置换大礼的车主，将享
有2017年12月31日前免费置换
CR-V新车的资格(同级别免费
置换，不同级别置换补差价)。

与此同时，东风Honda在
网络上发起“百万点赞”活动。

网 友 通 过 关 注 并 转 发 东 风
Honda官方微博的创意专刊，
收集10个赞，截图私信给东风
HONDA官方账号，即可获得
抽奖机会赢取包括iPad mini、
500元京东购物卡、CR-V精美
车模等丰厚的礼品。除此之外，
C R - V 车主还可享受车主特
权，通过微博平台上传自己的
车主故事并召集好友点赞，集
满 1 0 个 赞 ，私 信 给 东 风
HONDA官方账号，将额外获
得车主抽奖机会。

庆“七一”
绿色骑行

28日下午，庆“七一“全民健身、
百人单车骑行活动在滨州南海举
办，滨州黄河单车俱乐部、千里单骑
俱乐部、炫行单车俱乐部、滨州方正
集团、滨州美利达自行车总店的百
位骑友参加了此次活动。本次活动
旨在倡导低碳出行、节能减排的环
保理念和快乐骑行、全民健身的运
动理念，推动滨州市全民健身运动
深入持久开展。

本报通讯员 王静波 记者
李运恒 摄影报道

青阳镇“微预约”
方便群众办证

本报讯 近日，邹平县青阳镇
计生办通过微信服务平台开通预约
办证功能，方便了辖区群众。

在电话预约、现场预约的基础
上，计生办通过微信服务平台推出
了微信预约功能。预约办证夫妇登
陆“青阳镇计生办”微信服务平台，
只要预留夫妇姓名、家庭住址、联系
电话等简单信息，镇计生办就会有
专人进行核实回复，提供办证流程、
政策咨询等人工解答，并进行实名
登记。“微预约”的开通，构架了一道
办证的便民桥梁，让群众感到安心、
放心。 (崔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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