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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7日讯 (记
者 王尚磊) 摸完钱的手
接着拿食物给顾客、盛放早
餐的桶露天存放易引发污
染，这样的小餐饮店铺卫生
状况着实令人堪忧。《山东
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
品摊点管理条例》(下称《条
例》)6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
迎接这次“大考”，聊城各级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早
已开始全面排查，食品小作
坊、小餐饮、食品摊点正在
提档升级“换脸”，有的餐馆
网络直播晒厨房接受消费
者监督，赢得顾客和监管机
构的赞许。

“卖老豆腐的早餐店老
板主动和我们联系，关门三
天，改造经营环境，在整改
上还征求我们的意见。”连
日来，高唐县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餐饮科副科长南怀
忠，一直忙于对城区小餐饮
场所宣传《条例》，用他的话
说，尽管目前部分小餐饮单
位对新政策还有些不了解，
但他们在宣传的同时鼓励
有条件的小餐饮老板对经
营场所进行升级改造，这样

对其他小餐饮场所起到示
范带头作用。

“现在的老豆腐店正在
逐步改变过去脏乱差的经
营环境，一些老豆腐店完善
了消毒柜等设施设备，公示
标识也开始统一，全面进行
明厨亮灶改造，整体环境变
得干净卫生，更有些店老板
利用直播软件实时直播自
己店铺卫生情况，主动接受
广大消费者监督，获得网民
和顾客的认可。”高唐县食
药监局餐饮科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正加大对小餐饮的
监督执法和帮扶指导力度，
高唐老豆腐是传统特色饮
食，大量的老豆腐店也成为
食品安全管理上的重点和
难点，为提高老豆腐店经营
环境，已建立长效监管机
制，保障公众饮食安全，高
唐县结合“小餐饮”规范提
升行动，全面强化对老豆腐
店的整治规范提升，按照

“提升一批、规范一批、取缔
一批”的思路，实行分类指
导，集中整治，使老豆腐店
达到信息完整、公示统一、
标识规范、设施齐全、守法

经营等标准。
“对基础条件一般的老

豆腐店，引导其对标整改，
守法经营；对重新装修翻新
的老豆腐店进行帮扶，指导
其按照改造提升标准进行
改造；对屡教不改、存在问
题较多、难以达标的单位，
依法予以取缔。”高唐县食
药监局餐饮科工作人员介
绍，在高唐县城，早餐店大
都是当地名吃“高唐老豆
腐”，这些早餐店经营环境
参差不齐，有的条件差顾客

少，有的生意红火顾客爆
满，但对照《条例》还有需要
改进的地方，已经有多家

“高唐老豆腐”早餐店主动
进行了整改。记者了解到，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小餐饮
场所经过改造就餐环境大
变样，尽管餐费略有上涨，
但顾客不降反增。为了鼓励
这些早餐店经营者，高唐县
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制
作“放心特色早餐店”牌匾，
悬挂在符合条件的早餐店
里。

餐餐馆馆网网上上直直播播晒晒厨厨房房接接受受消消费费者者监监督督
全市食品小作坊、小餐饮、食品摊点提档升级迎“大考”

监管人员为食品摊点经营者宣传即将实施的《条例》。

本报聊城5月7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本报刊登了
相关报道后，5月6日至7日，
聊城的爱心志愿者们利用
周末的时间，去往阳谷、莘
县、东昌府区的蒜田帮助蒜
农义务采摘蒜薹，还有不少
志愿者认销认购，解决了蒜
农当前的困境。

周末两天的一大早，来
自聊城多家银行、医院、百
货连锁超市、邮政系统、学
校以及北京聊城商会的会
员们，就自发组织，驱车去
往阳谷、莘县、东昌府区等
县区大蒜种植比较集中的
村庄，义务帮助蒜农采摘
后，不少志愿者当场认购蒜
薹，还有一些志愿者利用个
人的社会关系，联系运输、

蒜薹储藏企业或蒜薹批发
商，将采摘的蒜薹帮助农民
销售运输出去。

记者了解到，最近几
天，蒜薹的收购价最低降到
了0 . 3元/斤。但是蒜薹打弯
后如果不拔出来，将会严重
影响大蒜的产量，而雇用工
人采摘的工钱达到了1元/
斤，还要负责工人的早餐和
午餐，不少蒜农雇用工人采
摘一天，赔钱近千元。无奈之
下，蒜农们纷纷向媒体求助，
将蒜薹免费送给采摘者。而
看到信息后前去的志愿者
们，不仅免费帮助他们采摘，
还积极认购或者帮助蒜农销
售，让蒜农们感动不已。“他
们一大早就来到我们这里，
顾不上吃早饭就帮助我们拔

蒜薹，幸亏他们来帮忙，要不
然今年的大蒜收成损失大
了。”东昌府区沙镇镇贾庄村
的一位村民激动地说。

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
息，经过两天的义务采摘，

几百名志愿者们采摘、认购
蒜薹数十万斤，再加上蒜农
们最近也在紧锣密鼓地采
摘，不少地方的蒜薹基本采
摘完毕，解决了当下蒜农的
燃眉之急。

数数百百爱爱心心志志愿愿者者到到田田间间义义务务摘摘蒜蒜薹薹
两天采摘、认购蒜薹数十万斤，解蒜农当前困境

爱心志愿者在田间义务摘蒜薹。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本报聊城5月7日讯 (记
者杨淑君 通讯员 丁骁

许学慧) 近日，省教育厅
公布《第二批山东省示范性
及优质特色中等职业学校
建 设 工 程 拟 立 项 学 校 名
单》，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
校榜上有名，成为第二批省
级示范性中职学校立项建
设单位，同时，学校在课程
建设、教学科研方面也取得
丰硕成果。

学校将在未来三年的
建设期内，以提高质量为核
心，以内涵建设为重点，重
点加强综合素养教育、深化
教学改革、促进产教深度融

合、提升师资队伍水平、推
进信息化建设、完善内部管
理等方面工作，着力培养更
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完
成山东省示范性学校建设
任务，力争把学校建设成为
凸显山东特色、跻身国内一
流、接轨国际水平的现代化
职业学校，为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支
撑和智力保障。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
校一贯注重专业内涵建设，
不断深化课程改革，努力提
高教学质量，2016年，针对
中职教育的自身特点，全面
启动了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建设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
力，2017年4月，学校申报的
6门课程成功入选省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程，占聊城市入
选 省 级 精 品 课 程 总 数 的
75%。下一步，学校将持续
发挥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的示范作用和辐射效应，
加强校级精品课程后期建
设、跟踪管理和网络维护，
加大教学信息化建设力度，
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促
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
升。

在高度重视课程建设
的同时，学校充分发挥教科
研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地

位与功用，坚持立足教学搞
科研，形成了以研促教、以
教促学、以科研引领学校内
涵式发展的良好局面。4月
中下旬，山东省2017年度职
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立项评审结果和山东省教
育科学研究院“十三五”规
划2016-2017年度课题立项
评审结果先后公示，聊城高
级财经职业学校有3项教改
课题研究项目和2项规划课
题项目获得立项。其中，重
点资助课题1项，一般资助
课题3项，成为学校抓内涵
式发展取得的又一丰硕成
果。

聊聊城城高高级级财财经经职职业业学学校校

内内涵涵式式发发展展办办学学结结硕硕果果

“辖区内一位制作香油的小作
坊老板，之前因为产品外销到商店
被查处，这次《条例》正式实施后，这
家食品小作坊如果整改符合条件，
产品就可以外销，《条例》的出台也
给这位老板增加了整改的动力。”聊
城高唐县食药局鱼邱湖食药所所长
孙磊说，这个小作坊制作的香油因
为口碑好，有市场，出台《条例》，小
作坊的香油销售范围或扩大，销量
也会上去，对食品小作坊的发展是
一种机遇。

记者了解到，为了全面掌握食
品小作坊、小餐饮、食品摊点的数
量，目前全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机
构已经进行了全面排查，监管人员
根据食品摊点流动性大的特点，到
他们的经营现场讲解即将实施的

《条例》。记者了解到，有的食品小作
坊在城郊村庄，存在一定的隐蔽性，
监管人员走街串巷，在村委会工作
人员配合下入户宣传。

为破解监管难，《条例》中明确
规定发挥村(居)民委员会力量，形
成风险防范机制，这也给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机构带来了信心。《条例》
规定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
村(居)民委员会确定食品安全协管
员或者信息员，明确其职责和相关
待遇，组织其协助有关部门对“三
小”进行日常管理和信息报告，开展
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食品安全
隐患或者生产经营违法行为的，应
当及时告知有关部门并协助处理。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城管部
门应当按照既方便群众生活，又便
于摊点经营，同时维护交通安全、市
容市貌的原则，合理划定食品摊点
经营区域和经营时段。

另外，《条例》还规定“三小”生
产经营的地方特色食品，没有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的，可以由省卫生计
生部门会同食药部门制定并公布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对本地区具有文
化传承功能、地方特色鲜明的食品，
设区的市政府可以组织制定地方特
色食品质量规范。同时，鼓励行业协
会、商会制定行业规范，促进地方特
色食品的传承。

本报记者 王尚磊

食品小作坊迎来“新生”

整改后销售范围或扩大

葛头条相关

5月7日，月亮湾国际幼儿园、水
城华府幼儿园举行了“梦幻陆海空”
亲子运动夏令营活动，通过讲解国
防常识、模拟军事训练、通过障碍物
等环节，有效加强了家园师生互动，
增强了家长幼儿的国防观念，受到
家长孩子的欢迎。

(李军)

“梦幻陆海空”

亲子运动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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