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4月27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于雪莲 美编：只文平

C02-C03

本报4月26日讯 (记者 唐
菁 见习记者 王帅 通讯员

王胜增 ) 车祸现场急救、踩
踏事故现场急救，26日，淄博7支
大学生应急救护志愿队伍角逐
急救技能大赛。

为迎接第68个“5·8”世界红
十字日、第7个“5·12”全国防灾
减灾日，市红十字会举办“职防
院杯”淄博市大学生应急救护技
能电视大赛。本次大赛以红十字

“救”在身边为主题，分为理论知
识竞赛和应急救助技能操作竞
赛两个环节。理论知识问答围绕
红十字会运动和应急救护基本
知识设置题目。而场景演练环
节，队员们模拟车祸现场、踩踏

事故中伤员的实际情况，迅速判
断受伤部位和严重程度，熟练地
进行止血、包扎、固定和搬运。

山东理工大学、淄博职业学
院、淄博市技师学院、淄博师专、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山东水利技
师学院、齐鲁医药学院7支应急救
护志愿队的35名队员参加了比
赛。最终，淄博职业学院和淄博师
专两支志愿队胜出，获得一等奖。

近年来，市红十字会广泛开
展应急救护培训进学校、进机
关、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
军营“六进活动”，建立了经过总
会、省会培训的168人的师资队
伍，全市培训救护员8 . 8万名，
群众普及200多万人。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曹钢) 花10元钱
就可以畅游鲁山和原山两大景
区！24日，淄博生态文化旅游大
区域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新闻
发布会举行，原山国家森林公
园和鲁山国家森林公园将强强
联合，打造淄博森林生态旅游
第一品牌，首期重磅推出“10元
游两山”等系列优惠活动。

发布会上，原山与鲁山景
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原山
与博山西域城村签署了白石洞
景区整合接收协议。在生态文
化旅游战略合作框架下，鲁山

和原山将推出系列优惠活动。
双方门票进行统一设计包装，
持一方门票30日内到另一方旅
游均可享受五折优惠；策划推
出淄博生态旅游年票一卡通项
目，直接推向市场，进行招投标
一次性出售。包括原山一日游
门票、鲁山一日游门票，鲁山、
原山两日游门票，鲁山、原山、
如月湖、白石洞三日游门票；于
4月28日至30日，将举办淄博市
游客“10元游两山”的优惠活
动；5月19日至30日，将推出淄
博周边地市“走遍淄博”生态文
化游送门票活动，每个地市送

不少于1万张的门票，力争迎来
全省20万游客游淄博。

“今后我们还将联合更多
的生态旅游景区，进一步做大
淄博生态文化旅游品牌。”原山
林场场长高玉红说。鲁山林场
场长陈士勇表示，淄博生态文
化旅游大区域战略合作不仅仅
针对今年“五一”小长假，而是
实行全天候、长期性的战略合
作，将不断推出更多、更加优惠
的政策，让越来越多的游客走
进自然、亲近自然，享受自然。

原山和鲁山是淄博市两大
国有林场，森林总面积11万亩，

约占全市国有林场总面积的
55%，是全市林相最整齐、资源
最丰富、集中连片面积最大、活
立木蓄积量最多的森林生态资
源。两山的强强联合，不仅有助
于形成淄博生态文化旅游大区
域合作战略，着力打造淄博森
林生态旅游第一品牌，更重要
的是通过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
游，集中优势资源创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对于巩固淄博市
全国森林城市和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创建的成果，促进传统
工业城市的转调创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原山鲁山联合创建5A景区，将推出系列优惠活动

花花1100元元钱钱可可畅畅游游原原山山鲁鲁山山两两景景区区

淄博大学生应急救护技能大赛举行，现场模拟车祸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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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将加大标准制修订力度，加
快健全贯穿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
相配套、成系列的农业标准体系，积
极争取2016年农业地方标准立项。按
照“龙头+基地+标准化”等模式，巩
固、扩大基地建设规模，不断提高瓜
菜果茶食用菌等农产品基地化、组织
化和标准化程度。力争全市蔬菜、果
品等优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程度达
到70%以上。4月份，完成好省农业厅
对淄博市申报省级标准化基地的验
收评定。 本报记者 李超

力争优势农产品

标准化生产超70%

淄博将以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创建为抓手，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稳步提升。

今年，力争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区县1个、示范乡镇10个，市财政
给予扶持奖励。联合市财政等部门，
继续对符合认定条件的“三品一标”
农产品认证单位和农产品示范基地
进行奖励。做好高青县省级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创建工作，确保年内通过省
厅验收。 本报记者 李超

争创10个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乡镇

2015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
暨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跆拳道项
目第一次预赛于4月24日至26日在
淄博市体育中心综合体育馆开战。
来自石家庄、太原等37支代表队的
440名运动员及教练员参赛。淄博代
表队韩宇清斩获女子68公斤级冠
军。 本报记者 王鸿哲 通讯
员 芦媛 孙洁盈 摄影报道

400余人来淄

较量跆拳道

淄博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要点发布，将加快建设监管追溯平台

5599家家蔬蔬菜菜基基地地下下月月起起产产品品可可追追溯溯

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三审稿提
出，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蔬菜、
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淄博将以全
面落实农药告知制度和高毒农药限
制区域销售使用制度为重点，加大
农业投入品监管力度，力争经营农
药告知率达到100%。落实高毒、高
风险农药定点经营、统一经营、统一
储备制度，落实监督管理责任，严控
高毒农药进货、销售、使用关，力争
做到高毒农药经营储备信息100%
可查询、流向1 0 0%可跟踪、质量
100%可保证。

此外，淄博将组织开展春、夏、
秋等农资使用高峰季节的打假专项
行动。对全市各类农资生产经营主
体和农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加大
农资市场、集散地和经营门店的日
常监管，强化农资市场治理整顿。组
织开展农药质量及农药使用、打击
制售假冒伪劣农资违法犯罪等专项
治理行动，以种子、农药、肥料为重
点，加强农资质量专项监督抽查，对
不合格产品依法查处、重点监管。

3月份起，农业部门联合公安部
门开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违法
犯罪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对违法犯
罪行为多发高发的重点农时季节、
重点地域、突出问题进行严厉打击。

今 年 ，淄 博 将 加 快 推
进全市农产品质量追溯和
监 督 管 理 平 台 建 设 ，建 立
全市统一的农产品质量追
溯系统。

5月份完成59家蔬菜基
地追溯平台建设，逐一配备
计算机、条码打印机等设备，
实现产品可追溯管理。年内，
逐步在农民专业合作社、龙

头企业、生产大户等新型经
营主体扩大建设范围。积极
探索建立产地准出和市场准
入衔接机制，逐步建立完善
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

全市将建统一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

淄博将进一步加大农产
品质量监测力度，开展6次市
级蔬菜农药残留风险监测、4
次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抽查，抽检样品808个，农产
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8%以
上。开展农药、肥料、种子等
农业投入品监督抽查，抽检
样品340个，抽样合格率实现

稳步提升。
区县、乡镇要层层制定监

测计划，逐级报送监测方案、
检测报告。乡镇监测计划及检
测记录要报送区县农业局留
存。区县层面：监测次数不少
于4次，检测样品每次不少于
150个、全年不少于600个(其
中定量检测每次不少于50个，

全年不少于200个)，同时做好
农业投入品监督抽查。乡镇层
面以对基地、种植户的速测为
主，监测重点、次数、数量等由
区县确定，原则上每年不少于
6次，每次样品数不少于20个。
区县、乡镇监测计划、方案、检
测记录、不合格样品处置等资
料要建档保存。

农产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

加强农药特别是高毒农药监督管理列入近日发布的2015年淄博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要点。今年淄博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以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为目标，加快推进全市农产品质量追溯和监督管理平台建设，农产品抽检合合格
率要保持在98%以上。

本报记者 李超

高毒高风险农药

定点统一经营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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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模拟车祸现场救护。 本报见习记者 王帅 摄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唐菁
通讯员 朱俊洁) “著作权登记能
帮助著作权人明确版权归属，一旦
发生侵权事件，还可作为著作权人
主张自己权利的凭证。”近日，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工作人员向市
民介绍著作权登记的重要性。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今年
的宣传主题为“因乐而动，为乐维权”。
淄博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周版权宣
传活动。市文广新局根据国家版权局
统一部署，印制了宣传牌、宣传海报和
宣传单页，深入淄博火车站、汽车站、
大中专院校、书刊市场、电脑城、图书
零售店、音像制品销售点、文化市场、
大型写字楼、各区县局办公地点、版权
示范单位等重点区域宣传版权保护的
重要性，引导开展著作权登记。

据市文广新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著作权登记有利于作品、软件的
许可、转让，有利于作品、软件的传
播和经济价值的实现。“开展著作权
登记宣传活动就是为了强化全民版
权保护意识，以便在全社会形成尊
重创造、尊重版权的良好氛围。”

市文广新局：

宣传版权保护
引导著作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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