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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大家好，我叫亓佑心,今天由我给大家播报天气。大
家看我是不是很可爱呀，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哦，爸
爸妈妈希望我能够天天开心，天天进步。
24日 星期五 阴转小雨 0℃~10℃ 南风3级
25日 星期六 多云转晴 -5℃~6℃ 北风3级
26日 星期日 晴 -2℃~7℃北风3级
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毛衣类
风衣、大衣、夹大衣、外套、毛衣、毛套装、西服套装、
薄棉外套
感冒指数：易发期
天气很凉，季节转换的气候，慎重增加衣服；
较易引起感冒；
空调指数：建议开启(制热)

建议开启空调
污染物扩散条件：较好
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
运动指数：不适宜
天气阴冷，不适宜户外运动；
紫外线指数：最弱
紫外线最弱
体感度指数：较凉
老年、幼儿、体弱者外出需要带上薄围巾、薄手套。

宝 贝 聊 天

1122家家餐餐饮饮单单位位通通过过年年夜夜饭饭备备案案
“12331”热线春节期间24小时畅通，市民发现问题可随时举报

莱莱芜芜节节日日食食品品抽抽检检合合格格率率9999 .. 22%%
春节期间百姓餐桌食品安全有保障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陈静)
1月22日，莱芜市道德讲堂总堂文
化系统专场在市艺术馆开讲。莱
芜市文广新局领导班子、局机关
和局属单位全体人员，各区文体
新局部分人员，高新区、雪野旅游
区、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分管负责人，各乡镇文化站长、市
直部分文艺团体负责人，共计170
余人参加讲堂，听取了道德讲堂
的精彩演讲，学习听取了著名吕
剧表演艺术家郎咸芬、莱芜梆子
剧团的先进事迹。同时，与会人员
通过诵读经典，同唱《三德歌》，为

贫困文艺工作者捐款，对照艺德

规范反思等，让身心受到了洗礼。

据了解，本次讲堂由莱芜市

文广新局党委承办，以“恪守艺

德、以文化人”为主题，旨在让文

化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感悟道德、

崇尚道德、弘扬道德，引导大家努

力争当“道德讲堂”建设的排头
兵，在全社会营造出“积小德为大
德，积小善为大善”的良好风气，
为聚集社会正能量，提升公民道
德文化素质再作新贡献。

道道德德讲讲堂堂总总堂堂文文化化系系统统专专场场开开讲讲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程凌润)
23日，记者从市文明委获悉，莱芜市
实验中学教师万国明等20人被授予

“第二届莱芜市优秀志愿者”荣誉称
号；“莱芜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等5个
组织被授予“第二届莱芜市优秀志
愿服务组织”荣誉称号。

此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精神，推动关爱他人、关爱社
会、关爱自然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开
展，大力普及“学习雷锋、奉献他人、
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扎实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驻村书记”修水库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张文娟
通讯员 吴修涛 )近期，钢城区

人社局投资3万余元，在辛庄镇下
朱家店村建设的一个基层公共就业
服务平台正式启用，这是该村第二
任驻村“第一书记”积极申请下来
的。据介绍，两任驻村“第一书
记”为该村村民修建了一个塘坝、
一个水库。

钢城区人社局劳动服务公司办
公室主任尹延飞是该村第二任驻村
“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进行
入户走访调查，探民意听民声。当
了解到村民们急需要就业服务时，
他立即向钢城区人社局申请建设了
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据悉，下朱家店村的第一任
“驻村第一书记”也出自钢城区人
社局。驻村期间，两位“第一书
记”为该村配备了办公桌椅，修建
了一个塘坝、一个水库。此外，还
专门聘请农业专家为农民们开班花
生、土豆、生姜种植管理储藏讲
座。

20名志愿者和

5个志愿组织受表彰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郭
延冉 通讯员 郭增辉)近日，莱
芜市食安办整合莱芜市食品安全
监管资源，明确12331为食品安全
有奖举报热线，鼓励社会各界和
广大市民举报涉嫌食品安全违法
犯罪的行为和线索，一经查实，将
对举报人予以最低200元、最高30

万元的奖励。
依据《莱芜市食品安全举报

奖励暂行办法》，鼓励实名举报，
对匿名举报的，与举报人设定举
报密码及联系方式。一旦举报属
实，有关部门将按照违法案件涉
案货值金额的一定比例奖励举报
人，每次举报奖励金额经测算后

不足200元的按200元计，举报奖
励最高金额一般不超过30万元。
对突发食品安全事件或者其他涉
及人体健康、生命安全，造成较大
社会影响的食品安全问题及时进
行举报，并积极协助调查处理的，
给予1000元至1万元的奖励。

对举报违法制售、使用食品

非法添加物，制售有毒有害和假
冒伪劣食品的“黑作坊”、私屠滥
宰的“黑窝点”，将餐厨废弃物、废
弃食用油脂加工后作为食用油销
售的，以及生产经营单位内部人
员举报本单位违法行为的，在原
来基础上提高一个奖励等级。

举举报报““黑黑作作坊坊””最最高高奖奖3300万万元元
莱芜市民可拨打12331反映涉嫌食品安全违法案件

幸幸福福童童年年
摄摄影影中中心心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郭延
冉 通讯员 刘永青)春节将至，
为增强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和
能力，近日，莱芜团市委、市教育
局、市少工委联合启动2014年“彩
虹伞·平安春节”青少年假期自
护教育活动。

据了解，活动期间各级团组
织、教育主管部门、少先队组织，
积极联系公安、交通、消防、卫生
等相关部门，深入学校、社区、企
业，面向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宣传
道路交通安全、防火防灾、防范
烟花爆竹意外伤害等安全知识
和自护自救常识；同时，充分利
用共青团官方微博、网站、QQ

群、广电、报刊等媒体资源，开设
专栏宣传安全知识，推广自护教
育，进一步扩大活动的社会影响
力。

下一步，活动组织方将以此
次假期自护教育活动为契机，发
挥自身组织优势，主动对接有关
职能部门，为全市青少年健康成
长成才努力营造平安祥和、积极
向上的社会环境。

“彩虹伞·平安春节”

活动启动

莱芜市表彰
20名“美德少年”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程凌润)
21日，第三届莱芜市“美德少年”
评选评选结果揭晓，陈毅中学初一
学生王之涵等20名学生被评为“美
德少年”，莱城区高庄街道中心中
学初三学生孙懿获得“美德少年”
提名奖。

据介绍，莱芜市第三届“美德
少年”由莱芜市委宣传部、莱芜市
文明办、莱芜市团委、莱芜市妇
联、莱芜市教育等部门联合举办。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张文娟
通讯员 王凤娟 )为进一步做好

清理清欠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严
厉打击各类恶意欠薪行为，切实维
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近日，
钢城区劳动就业办公室联合区财政
局、区总工会、区煤炭局，针对里
辛街道开展清理清欠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共清
理清欠农民工工资近600万元，另
有200余万元已与农民工达成了支
付协议，并规定了支付期限。

为农民清理清欠
工资近600万元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郭
延冉 通讯员 郭增辉 徐健 )
2 3日，记者从莱芜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获悉，目前莱芜市已有1 2家
餐饮单位通过年夜饭的备案工
作。为确保春节期间饮食安全，莱
芜市“1 2 3 3 1”举报热线将2 4小时
畅通，确保及时查处群众的投诉
举报，预防各类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事故的发生。
为有效实施监管，莱芜市食

品药品监管局对提供“年夜饭”的
餐饮服务单位实行登记备案，要
求承办“年夜饭”的餐饮服务单位
签定《春节期间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承诺书》。目前，已有莱芜宾馆、
龙园宾馆、银座佳悦酒店、安泰酒
店等12家餐饮单位通过年夜饭的

备案工作。
对“年夜饭”承办单位，莱芜

市食药监局将开展不定期现场巡
查、突击检查和暗访暗查，督导餐
饮单位把好采购关、加工关、消毒
关、留样关等“四关”。要求各餐饮
单位把好食品及食品原辅料采
购、索证验收关，做到可追溯；把
好加工制作关，严格按照《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进行加工，
并严格食用油、食品添加剂使用
规范管理；做好餐具消毒关，做到
消毒时间、消毒液的浓度、清洗程
序、保洁设施等必须符合要求；做
好留样关，做到每餐食品留样工
作，并做好留样记录。

截至目前，莱芜市食药监局
共监督检查餐饮单位6 0余家，下

达监督意见书3 0余份，结合现场
检查，执法人员加强了对餐饮业
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知识及操作
规程的培训，督促从业人员持有
效健康证明上岗。

同时，为确保节日期间应急
管理到位，莱芜市食药监局对各
餐饮单位食品中毒事故上报工作
提出了严格要求。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郭延

冉 通讯员 郭增辉 )为保障春

节期间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莱

芜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开展了

节日食品专项抽检行动，共抽检

生产、流通、餐饮领域的肉制品、

食用植物油、乳制品、白酒、米面

制品、儿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

等14个品种136批次，仅有1批次

产品不合格，抽检合格率99 . 2%。

本次抽检的食品既包括预包

装食品，也包括散装食品和现场

制售食品，抽检覆盖了食品生产

企业、食品批发市场、超市、集贸

市场、食品零售门店以及中小型

餐饮服务单位等单位。其中，从59

家食品生产企业抽取8个品种59

批，从8家流通企业抽取6个品种
46批，从13家餐饮企业抽取5个品

种25批，经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所检验，合格率99 . 2%。

不合格产品为我市某餐饮服

务单位购进的腐竹，因非法添加

防腐剂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目

前，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正在组织

复查，并对相关产品采取了强制

措施。

莱芜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提醒

广大消费者，在春节期间购买食

品，尽量选择在证照齐全有效的

商家购买食品，谨慎购买小摊点

特别是流动摊贩所售食品。到餐

馆用餐，尽量选择有“笑脸”的餐

饮单位。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问题，

可拨打“12331”进行投诉举报。

另外，为保障节日期间群众

用药安全，莱芜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组织开展了春节期间全市药

品、医疗器械质量专项抽检活动。

本次共抽取7家涉药单位的5大类

药品20个批次、3大类医疗器械3

个批次，抽检合格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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