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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耀华杯”烟台地区初中生英语拼词大赛报名啦！

由齐鲁晚报《今日烟台》与烟台耀华国
际教育学校共同举办的第二届“耀华杯”英
语拼词大赛将于4月18日拉开帷幕，只要你
是烟台地区初一至初三的在校生，就可免费
报名参加！

拼词大赛(Spelling Bee)最早源自美国，

该赛事自1925年以
来，已举办90届，是
目前世界公认的影
响力最大、参与人
数最多、最顶级的
中小学生竞赛，每
年都有1100万选手
在世界各个角落踏
上拼词大赛的舞
台。比赛规则为外
教老师读出英语
单词，由参赛选手
在规定时间内把
单词拼读出来。

如果你拥有
不错的词汇量和

英语听力水平，就赶紧报名吧！大赛设有
ipad mini等丰厚奖品及获奖证书。参加比赛
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英语水平、锻炼自己的
能力、提升自己的自信心，而且也可以为中
学学习生涯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

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创办于2000年，

迄今已有15年办学历史，在国内率先以“融
汇中西教育精萃”的全新教育理念为内地及
外籍学生提供优质国际教育。位于烟台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拥
有完整的课程体系，课程涵盖国际幼儿园、
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预科，为烟台当地、
山东省各地及邻近城市的中外籍适龄学生
提供最佳的“一条龙”国际化教育。

耀华国际教育学校是烟台唯一一所中
外籍学生兼收的国际学校。“双语学习”是学
校的众多办学优势之一。学校有专业的中国
中文老师及优秀的外籍英文老师，中文和英
文课程是学生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强化学
习的课程。中英双语的能力让耀华毕业生在
升读大学、大学学习以及毕业后的工作就业
中具有突出的优势。在学生和家长的信赖和
支持下，耀华学校的教育质量一直名列前茅
并且每年都在不断提升中。此次耀华学校举
办英语拼词大赛，目的在于促进烟台地区初
中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信心，为烟台地区英
语教育水平的提高做出一份贡献，回馈烟台
学生及家长。

比赛时间：初赛4月18日
决赛4月25日

参赛对象：烟台地区初一至初三的
在校生
比赛规则：参赛者以年级为单位进
行分组比赛，采用单循环淘汰制，
由裁判按顺序给参赛者读英语单
词，用英语说出词性，并用该词造
句，参赛者在规定时间内正确拼读
出单词，则进入下一轮，如未能正
确拼读该单词，则被淘汰，最终分
年级组决出第一、二、三名，大赛组
委会将为获胜者准备精美的奖品，
更有 ipad mini、山地自行车等大奖
等你来拿。

如果您很幸运看到了这个机
会，请您抓紧时间。名额有限，请尽
早报名！
报名咨询电话：0535-6383451

0535-638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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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区区小小学学食食堂堂要要装装视视频频监监控控
市食药监局部署今年重点工作，食品安全将用“问题发现率”衡量

本周日举行

第二期植树活动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李静
实习生 张宁 通讯员 王翔 李
秀娜) 本报与烟台市林业局举办的
第五届公益植树活动第二期将于本
周日(22日)上午9点举行，植树地点位
于芝罘区金沟寨立交桥附近（公路
大厦后山）。报名的读者请于22日上
午8点30分在植树地点集合。

参加活动的读者可乘坐1路、5

路、7路、10路、18路、50路、61路、62

路、73路、82路等公交车在金沟寨
或者金沟寨立交桥站点下车。自驾
前往的读者可驾车行驶至公路大
厦。如有疑问，可拨打热线电话
15275567096、18363829613咨询。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齐金
钊） 上周六本报草莓采摘活动结
束后，仍有不少读者打来电话想要
参与。应本报读者的要求，本报齐
鲁爱游俱乐部将于周六（21日）组
织第2期自驾草莓采摘活动。

此次采摘活动位于福山区门
楼镇，毗邻门楼水库。参与采摘的
读者每人还将获赠采摘园里培育
的草莓苗一棵。本次采摘活动自驾
车集合地点为环山路3号烟台市规
划展览馆门前，早8点集合。旅游包
车报名超过30人成团，包车价格按
照市场价平摊。草莓采摘门票为20

元/人，带走按照每斤15元计算，市
民进园可免费品尝草莓。报名截止
日期为3月20日中午12时，咨询电
话：18660095767，1340650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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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秦
雪丽） 19日，烟台市食品药品
监 督 管 理 局 召 开 会 议 部 署
2015年重点工作，对关乎民生
的食品、药品、化妆品等热点
问题祭出重拳。抽检合格率将
不再与考核挂钩，鼓励执法人
员发现问题，对企业实行信用
监管。

今年的抽检工作有所改
变。“以发现问题为导向，强化
监督抽检规范管理。”烟台市食

药监局副局长蒋声明介绍，以
易出现问题的为重点抽检项
目，以商场超市、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中小学校周边为重点
抽检区域。

据了解，今年全市流通环
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食品快
检工作中，抽检工作完成率、问
题发现率、不合格食品处置率
是重要考核指标。

“以前抽检合格率高低影
响考核成绩，合格率高则考核

得分高，经过深入研究，省局改
变了思路，鼓励大家在抽检中
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置不合格
食品。”蒋声明说，抽检不合格
率高，并不代表工作做得不好，
反而更体现工作的价值。

另外，会上还提到将加大
对食品、药品、保化品企业的信
用监管，将食品经营户分为A、
B、C、D四个信用等级，对不同
等级的食品经营户采用不同的
监管措施。在继续开展保健食

品生产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同
时，探索开展化妆品企业信用
等级评定。

今年在市区幼儿园、小学
食堂实施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实行远程实时监控管理。

另外，对食品原料、保健食
品、中药饮片等市场开展专项
稽查行动。对中小学周边食品
安全进行专项整治，2015年上
半年要规范学校189所，食品店
386户，食品摊贩82个。

食品生产企业是食品
安全的源头，目前正在研究
小作坊监管办法，引导规范
加工小作坊的生产经营活
动，力争到6月底完成主城
区、城乡接合部和乡镇驻地
小作坊的登记发证工作，9

月底前完成全部小作坊的
登记发证工作。

继续推进“食安烟台”
品牌引领行动，今年再增创
50家“食安山东”示范企业，

总量达到规模以上生产企
业的20%以上。

从今年开始，各地要与
各获证食品生产企业签订年
度食品安全责任书，严格处
罚生产不合格产品的企业。
今年，烟台市级抽检经费增
加了一倍，抽检总量达到6000

批次以上，在“三局合一”改
革后，一定要明确监管所5人
以上和总人数60%以上的人
员负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今年在市区幼儿园、小
学食堂实施安装视频监控
系统，实行远程实时监控管
理，加强后厨关键风险点控
制。全面实施量化分级管
理，并向社会公示餐饮安全
等级评定情况。利用“山东
省餐饮安全监管信用网”建
立餐饮诚信体系，对量化等
级C级餐饮单位采取增加监
督检查频次、向社会曝光等
措施予以重点监管。

年底烟台市清洁厨房占
比要达到75%，小饭店持证率
达到98%以上，同时打造4个美
食街区，1000家放心厨房达到

“明厨亮灶”，挖掘、保护和申
报一批餐饮老字号和地方风
味名吃，

以学生就餐、集体聚餐
安全为重点，强化监督检查
力度，一经发生或得知食物
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要第一时间将信息通报。

在流通领域，每个县市
区选择2-3个基层监管所试
行建立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落实食品安全总监、专职管
理员、食品从业人员每年接

受培训不得少于40学时的要
求。督促商场超市配备农产
品快速检测设备，每日快检
不少于10批次，发现不合格
食用农产品立即停止销售。

实现对药品经营、使用单
位监督检查全覆盖，到今年年
底，凡没有通过认证的企业，
必须坚决停止生产、经营。开
展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专项
检查，高度重视麻醉精神药
品、兴奋剂药品、疫苗、终止妊
娠药品日常监督检查。开展

“群众满意药店”评选活动，在

2015年年底前实现全部药品
制剂品种、全部过程的电子监
管，各药品生产企业要完成生
产线改造，所有药品批发、零
售企业须全部入网。

遴选部分医疗器械检查
骨干，培养一批懂业务、会监
管、有思路的专业型、专家型
的监管人才。

对所有保化企业建立
详实信息档案，并录入《山
东省保健食品化妆品信息
监管系统》。对保健食品经
营企业日常监督检查每年
不少于1次，对化妆品经营

单位日常监督检查每2年不
少于1次。做好保健食品经
营许可工作，年底之前全市
要彻底消除无证经营保健
食品现象。

本报记者 秦雪丽

生产环节 正在研究小作坊监管办法

餐饮安全 幼儿园小学食堂安视频监控

流通监管 从业人员培训每年不低于40学时

药品监管 生产全过程将电子化监管

保化品 建立保化品信息监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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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跟着本报

去摘草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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