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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子子白白板板用用上上了了，，字字小小反反光光咋咋办办
家长担忧孩子视力因此下降，呼吁老师上课多用黑板

牟平公安开展

校园安保专项检查

本报10月22日讯(通讯员 汪
海波 于建军) 为进一步规范校
园安全管理工作，近日，烟台市公
安局牟平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组织
开展了校园安保大检查，彻底消除
安全隐患。同时，下通知要求各派
出所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辖
区内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安全检
查。

此次检查主要针对学校的“三
防”措施落实情况、值班备勤情况、
学校物防、技防设施的运转情况及
消防管理是否到位。民警与学校负
责人就做好校园的治安、消防安全
保卫工作交换了意见，要求学校加
强安全宣传教育，提醒家长和学生
要注意安全，防止发生侵害人身安
全的案件发生。

牟平公安推广

散装汽油销售登记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侯艳
艳 通讯员 汪海波 于建军)

为切实做好散装汽油销售实名登
记信息系统的推广应用工作，实现
全省销售散装汽油信息的互联共
享，10月17日，牟平公安分局组织
辖区派出所负责人召开了系统推
广会议。

会议对加油站 (点 )技防、物
防、人防措施相关规定和加油站
(点)散装汽油销售安全管理执法
依据进行了详细讲解，就加油站
(点)日常安全检查工作需要注意
的问题进行了说明和指导。同时，
就散装汽油销售实名登记信息系
统的开发完善、推广意义、加油站
(点)所需配备设备等内容进行了
具体说明。

莱阳工商严查

“莱阳梨”侵权行为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孙华军) 为保护正
宗莱阳梨品牌声誉，莱阳工商开展
集中执法行动，严查销售假冒莱阳
梨、假冒莱阳梨包装箱等违法行
为，先后出动执法人员160余人次，
检查包装物印制及销售经营户144

家，纠正不规范使用莱阳梨包装箱
行为13户次。

为保护“莱阳梨”商标专用权，
一方面，加强商标印制监管，采取
不定期巡查监管的方式，规范商标
印制企业的印制行为；另一方面，
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对全市印制企
业反复检查，对未经批准擅自印制
专用纸箱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对
假冒“莱阳梨”证明商标包装箱的
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有效地在印制
环节上净化了市场。

本报10月22日讯 (记者
李楠楠 ) “现在上课，老师们
都使用电子白板，可字小反光，
孩子们看多了是不是对眼睛不
好呀？现在小学生戴眼镜的这
么多，还是呼吁一下学校少用
白板多用黑板吧！”最近，不少
家长在网上向本报反映自己对
学校普及电子白板的担忧。

为加快推进基础教育信息
化，烟台的中小学逐步普及电
子白板教学，就在10月16日，福
山区教体局还专门举办了电子
白板高级应用和维护培训班，
各中小学分管电化教学主任、
多媒体管理员、各学科骨干教
师约150人参加培训。

所谓电子白板，就是一块
厚度与传统LCD相仿、大小和
投影机幕布差不多的显示屏，
通过连接电脑、投影机实现电
脑屏幕投影。与投影机幕布不
同的是，电子白板可以触摸，老
师可以直接用特制的笔进行涂
改、位移等操作。

“我孩子的视力一直很好，
但最近他老跟我说要配眼镜，
说教室里白板上的字看不清
楚，我当时还挺奇怪，黑板怎么
变成白板了……”近日，一位家
长向本报反映，自家孩子原本
视力很好，自从入学后老师上
课天天用电子白板，坐在教室
后面的孩子总感觉看不清，视
力下降非常厉害，“孩子班上的

‘小眼镜’逐渐增多，是不是跟
现在老师电子设备用得太多有
关？”

同这位家长有相同想法的
人不少，有的家长还认为，现在
有些老师过多地依赖电子设备
上课，建议老师少用电子白板，
多用黑板。

“家长的担心可以理解，但
孩子视力的下降也不一定跟电
子白板有关，因为孩子上课的
距离比在家离电视、电脑及手

机的距离远，视力下降有多方
面的原因。”芝罘区一位小学老
师说。

“现在普及电子白板是国
家倡导的，也是一个地区教育
先进程度的表现之一。”开发区
一位小学老师说，开发区在全
市较早地普及电子白板，“确实
有效果，上课的容量和趣味性
大增，以前讲课先板书后讲授，
现在提前准备了课件，上课直
接讲提高了效率；还有就是上

课场景，以前干巴巴地说，学生
很难理解，现在手一点出来了
动画，孩子很快就明白了。”

据了解，目前各地中小学
都将交互式电子白板式多媒体

“班班通”的配备作为推进学校
信息化建设工作的突破点。在

《山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也
明确要求：“重点加强农村学校
信息化建设，实现多媒体‘班班
通’。”

本报10月22日讯 (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袁圣凯
李娜 ) 2011年5月1日醉驾入
刑至今，烟台交警部门严查
酒驾、醉驾，三年多全市共查
处酒后驾驶19438起，醉驾485

起。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介

绍，2011年5月1日到年底查获

酒后驾驶4368起，醉酒驾驶157

起；2012年查处酒后驾驶4596

起，醉酒驾驶65起；2013年查处
酒后驾驶5494起，醉酒驾驶99

起；2014年1月至9月份查处酒
后驾驶4980起，醉酒驾驶164

起。
据了解，“醉驾入刑”新

规实施后，烟台交警部门加

大了对酒驾的查处力度，先
后组织开展了“迅雷”、“三超
一疲劳”、春运交通安保、“平
安亚沙”、道路交通“七治”、

“迅雷2012”、“迅雷2013”、“迅
雷2014”、“查四非打四违”等
大型专项整治活动，平均每
年开展全市范围的集中统一
行动90余次。

“查酒驾、醉驾以及各类
交通违法一直是我们的重点
工作。”民警称，今后仍将不
定时、不定点严查各类交通
违法，并提醒广大驾驶员，一
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在饮
酒后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始
终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
喝酒。

醉醉驾驾入入刑刑以以来来，，烟烟台台查查获获醉醉驾驾448855起起

本报10月22日讯 (记者
李静 ) 记者从烟台市农业局
了解到，烟台玉米收获已基本
结束，预测今年玉米总面积、单
产、总产较去年均有大幅增长，
但略低于常年平均水平。据分
析，今年受干旱、台风影响，玉
米产量低于往年，但与去年涝
灾相比，减产程度较小。

记者从烟台市农业局了解
到，据预测，今年玉米总面积
309 . 1万亩，比去年增加33 . 8万

亩；单产470 . 3公斤/亩，较去年
增加51 . 1公斤/亩；总产145 . 4万
吨，较去年增加30万吨。去年小
麦秋种受干旱影响，20多万亩的
山区丘陵地块由于缺水没有播
种，此外去年7月全市持续降雨
造成部分果树涝死，今年为克
服连作障碍而改种玉米，导致
玉米面积比去年增加33 . 8万亩。

对于今年玉米单产高于去
年，一个是因为去年7月全市严
重涝灾对玉米生产影响巨大，

导致玉米平均单产较常年(接
近500公斤/亩)大幅减少。今年
以来气候总体有利，一是光照
条件好、积温足。小麦收获提
前，夏玉米播种比往年早播种
一周左右，为夏玉米生产争取
了较多积温；玉米生长期以晴
天为主，光照条件良好，有利于
光合产物积累。此外，登海、金
海、郑单系列等优质高产高抗
品种的大面积推广，为全市玉
米单产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虽然比去年增产，但单产
水平略低于往年。”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5月中旬到7月中旬，全
市基本无有效降水，春玉米由
于干旱长势较弱，部分春玉米
存在不结穗、多穗或秃尖现象，
对产量影响大。另外，7月25日
受10号台风“麦德姆”的影响，
全市平均降雨155毫米，海阳等
部分县市区出现了旱涝急转，
降雨的同时伴随大风，造成全
市近50万亩玉米受灾。

今今年年玉玉米米产产量量预预计计高高于于去去年年
不过受干旱、台风影响，产量低于常年平均水平

三三秋秋生生产产结结束束，，首首批批补补贴贴66000000万万到到位位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李静 通讯员 于华英) 22

日，记者从烟台市农机局了解
到，烟台市三秋生产基本结
束，全市第一批补贴资金6000

万元全部到位。截至22日，全
市已收获玉米302 . 8万亩，占
应收面积99%，机收率81%；小
麦播种231 . 4万亩，占计划播
种99%，机播率99%。

记者从烟台市农机局了
解到，在购机补贴政策的带
动下，今年先全额购机再申

请补贴的做法，让机手早早
购机到手投入到三秋生产
中，提高了机械的年利用率。
今年新增机具中，玉米收获
机和花生联合收获机较往年
相比有明显增长。三秋中，玉
米联合收获机上阵3183台，
秸秆还田机械上阵1190台。
市局动员各县市区农机技术
人员组织检修机械1 . 5万多
台 ，全 市 第 一 批 补 贴 资 金
6000万元全部到位。

此外，各县市区农机局

在秋季共集中举办各类农机
培训班 7期，短训班 5 0多场
次，培训各类农机手6000余
人次。今年，龙口、蓬莱等市
还新增了4套粮食烘干机设
备，实现了烟台粮食烘干设
备“零”的突破，每台烘干机
日烘干粮食60吨。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
市共有326家农机合作社，年
作业服务面积超万亩的农机
合作社有100多家，土地规模
经营超过千亩的有15家。

一位老师正在上课，电子白板有些反光，上面的字也有点小。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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