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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刘光
斌) 从16日开始，中心城区城管
部门将联合多个部门，对辖区内
露天烧烤展开联合集中整治行
动。对无视劝告、未经整改、继续
从事露天烧烤等店外经营、占道
经营活动的业户采取强制措施，
依法严格处罚。

据了解，目前淄博中心城区
的露天烧烤业户大约有400家左
右，其中大部分拥有固定场所，
而有一部分则属于流动摊点。

“凡没有固定经营场所，随意占
用城市公共空间的露天烧烤、大
排档等都将一律取缔。”张店区
城管执法局一位部门负责人介
绍说，推广烧烤油烟净化器将与
取缔流动烧烤同步进行。

在张店区和高新区各自制
定的“露天烧烤、大排档”整治方
案中，5月16日至31日可被视作多
部门联合执法进行集中整治的
重要阶段。这些部门包括城管、
公安、工商、食药监、环保、辖区

镇办政府等主要部门和单位。
“对店外经营、占道经营、流动摊
点及随意摆放的材料、物品、经
营工具等全部予以收缴。”高新
区城管执法局一位负责人说。

“露天烧烤的整治并非城管
一个部门可以解决，城管一般只
能针对其占道经营等问题进行
处理。实行联合执法行动后，食
药监部门可对检查其食品卫生
问题，环保部门监测其油烟污染
问题，公安部门维持秩序，工商

部门则可吊销不合格业户的营
业执照。”淄博市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执法一科科长马毅说。

目前，城管部门正在绘制中
心城区的烧烤地图，并根据其更
换无烟设备及相关经营情况，予
以一一集中整治。“通过整治，保
留那些符合无烟烧烤等规定的，
具有淄博地区特色的烧烤点，形
成一份对市民具有参考价值的
最终版烧烤地图。”淄博市城管
执法局副局长邹宗森介绍说。

整治结束后，按照城管部门
的设想，将会进入后期长效管理
阶段。“一是要加强监管，形成一
套管理细则，督促业户持续使用
净化器。还要和其他部门合作，
开辟专门区域，将部分露天烧烤
疏导至该区域内，并进一步形成
区域品牌。”淄博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副局长邹宗森表示，不
能将推广油烟净化器认定为对
露天烧烤的承认，规范化管理和
整体规划势在必行。

城市主干道路严禁露天烧烤，次道路严格管制

所所有有烧烧烤烤摊摊须须“进进店店、、进进院院、、进进场场”

淄淄博博中中心心城城区区将将推推出出烧烧烤烤地地图图
市民可按图寻找烧烤摊；明起多部门开展联合行动，取缔不合格摊点

无烟烧烤设备原理：

利用高压静电
吸附烧烤油烟

“无烟烧烤炉”实际上一种油烟
净化器，它通过高压静电吸附、燃烧
油烟及污染颗粒。净化器右侧是高
压风机，左侧是两个配电盘，净化器
隐藏在配电盘后。净化器为十几面
薄铝板依次排列组成的小柜。“不通
电的时候貌不惊人，一旦通电便形
成一个高压静电网。”万松工贸工作
人员翟波介绍说，净化器的核心原
理便是利用高压静电来吸附、燃烧
和净化油烟。

“在净化器内，相邻的两片薄铝
板各代表正负两极。净化器接入交
流电后转换为直流电，再在铝板之
间形成薄如发丝的高压静电，整个
净化器便是由无数条静电织成的
1 . 5万伏的电网。”翟波介绍说，烧烤
油烟由高压风机通过风道吸入净化
器，在经过高压静电网时，其中部分
较大的油雾滴、油污颗粒由于碰撞
被搜集，油烟气体电离，大部分得以
碳化降解，少部分由于电场作用被
吸附到铝板上。同时，高压电场下，
空气产生臭氧，可除去烟气中大部
分气味。被滤去油污等颗粒后的烟
气通过净化器的烟囱排出。

对于油烟净化器，烧烤业户比
较关注的问题是净化效果及是否会
对烧烤口味造成影响。“根据环保部
门的监测，净化率可以达到90%左
右。”翟波介绍说。

“烧烤烟气的主要成分是油烟
及一些未充分燃烧的粉尘，比如根
据监测，当净化器进口处的油烟浓
度为11 . 8mg/m3时，净化后出口处所
监测到的油烟为1 . 25mg/m3。”翟波
介绍说，通过这一监测所得到的数
据表明，净化器将样品中89 . 4%的油
污粉尘净化了。

注意事项：

烟囱出现黑烟
要清理净化器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集中整治阶段即将来临，
无论是已经更换无烟设备的业
户，还是没有固定经营场所的
烧烤业户，心里都紧绷着一根
弦。“这次看来是要来真格的
了。”一位业户不无感慨地说。

在已经更换或预定了无烟烧烤
设备的业户心中，城管的不定期检
查及能否露天消费是其最关心的问
题。

“分期补贴是根据检查情况而
定，但是现在还不确定到时候会检
查什么。”一位高新区魏家庄的烧烤
业户说，目前高新区对于补贴70%

的业户，采购时，先享受25%的市财
政补贴，以后每查到一次不使用净
化器或不服从监管的将会扣除5%。

而在张店区，关于补助与检查
结果挂钩的议论尚且没有定论。“听
说城管部门还在具体协商。”一位张
店杜科新村的烧烤业户说。

此外，能否在烧烤店外露天摆
放餐桌进行消费也是很多业户的关
注焦点。“店里的面积毕竟有限，而
且随着天气逐渐变热，更多市民还
是喜欢在户外消费。”高新区魏家庄
的一位烧烤业户表示。

而对于那些没有固定场所，至
今也没有更换无烟设备的烧烤摊
贩，其抵触情绪则较为强烈。“看来
再想干，只能租个店面了。但到那时
候就没有补贴买无烟设备了。”张店
新世界商业街上一位烧烤业户听说
政府计划开辟一块区域，将这些流
动烧烤业户迁入，但是至今也没有
得到准确消息。

业户在更换设备之初，
便须填写书面申请，经张店
区城管局各相关镇、街道现
场审核、批准后进行登记、备
案。“不论是分期补贴，还是
不定期检查，都是为了长效
管理，保持露天烧烤油烟等
问题不反弹。”高新区城管执
法局一位负责人说。

“张店区因为范围较大，
涉及到中心城区的多数露天
烧烤，相应的规定细则在制
定上需要更多时间。”张店区
城管执法局一位负责人介绍
说，目前张店区正在起草一
份涉及无烟设备补贴，后期
不定期检查等方面的细则，

为长效管理提供依据。
对于部分烧烤业户提出

的露天消费问题，城管部门
则提出了基本原则。“城市主
干道路严禁露天烧烤，次要
道路进行严格管制。”张店区
城管执法局一位负责人说，
露天烧烤必须遵循“进店、进
院、进场”的规定，否则便要
取缔。

不过具体操作中或将
有 望 具 体 问 题 具 体 分 析 。

“目前仍然是以推广无烟烧
烤为主，只要业户的经营不
阻碍交通等，在划定区域内
经营是可以的。”此外，淄博
市城管执法局执法一科科

长马毅说。
在一些背街小巷，两区

城管部门已开始划定区域允
许限时经营。“我们规定的经
营时间是下午5:30至晚上22：
00，烧烤业户的餐桌可以摆
到店外，但必须在加热时使
用小型无烟炉。”高新区城管
执法局四宝山大队一位负责
人说。

此外，城管部门正在探
讨使用一些空置工地等区
域，将部分流动烧烤迁入，
以解决“进场”的问题。“目
前 ，这 些 地 址 还 在 探 讨 之
中。”淄博市城管执法局一
位负责人说。

要在划定区域内经营

检查不过关

每次扣5%补贴

近日，沂源县南鲁山镇中心
小学响应县教研室提出构建“多
维合作，高效生成”课堂教学模
式。在教务处的积极筹备下，全体
老师认真准备，全员参与，顺利的
完成了循环大课堂活动。

活动中，学校负责人亲自上
示范课，参与课后的评课活动，和
老师们一起研究模式和教学。山
东省特级教师周君老师，亲自指
导年轻教师的数学课，并自己亲
身示范，使老师们对课堂模式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

通过这次活动，老师们相互
学习，相互交流，达到了共同提高
的目的，也使老师们的课堂教学
水平有了大幅的提升。

（刘艳艳 陈新宝）

“加油！加油！……”课外活动
时间，沂源县南鲁山镇小学的操
场上传来师生们阵阵喧腾的助威
声，学校体育健身节师生拔河比
赛正式开始了。

伴随着比赛哨声响起，拔河
双方队员使出了浑身的劲，双手
紧拉拔河绳，双脚牢牢扣抵地面，
拉拉队员们的助威声、呐喊声响
彻操场。班主任、任课老师也给自
己的班级加油助威。师生们同心
合力，汇聚在拔河绳上，也拉近了
师生间的距离。

为举办好比赛，学校德育处
早在两周前就进行宣传发动，拟
订赛事规则。利用每天下午课外
活动时间进行比赛，既锻炼了身
体，还不影响正常学习。（陈新宝）

为了让孩子了解到更多的
防震常识，知道遇到地震后该
怎么做，沂源县张家坡镇中心
幼儿园于近日举行安全防震演
练活动。

活动中，老师指导孩子
们要掌握“救命三角”、空地
蹲立、避开门口等正确的防
震自救方法，最大限度保证
安全。孩子们按照老师的要
求，认认真真地模拟着各种
自救、逃生的方法，活动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通过本次活
动，孩子们知道了地震后的
应急措施，知道了怎样保护
自己，并能在防震演练中有
序的撤离到安全的场地。真
正做到了安全防震，从小做
起。 (李光禄 任余玉)

为了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懂得遇
到火灾如何逃生，沂源县悦庄
镇中心幼儿园于近日进行了消
防疏散演练活动。演练时随着
警报声的响起，消防疏散演练
有序进行，孩子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迅速拿起毛巾捂住口鼻，
有 序 弯 腰 低 头 快 速 撤 离 到 操
场。班主任在楼梯口疏散孩子。
整个演练过程快速、安全、有
序。总计时2分钟。

通过本次演练活动，增强了
孩子们自我保护意识，孩子们懂
得了遇到火灾时应如何自救、如
何逃走。这是一次把课堂教学和
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活动，对孩子
来说收获很大。 (吕凤)

南鲁山镇中心小学：

教师多维度合作
循环课堂显成效

一根绳系一条心

团结就是大力量

科学防震

从小做起

悦庄镇中心幼儿园：

落实安全演练
确保幼儿平安

为优化班级区域环境创设，
使区域环境创设符合本班幼儿
年龄特点，达到科学性、合理性、
价值性、可操作性。沂源县龙山
幼儿园开展区域创设评比活动。

活动围绕区域环境创设、
区域材料的投放两方面进行，
包括各班的区域布置、游戏环
境与主题活动的相结合等。各
班根据主题活动和幼儿关注的
热点话题，结合本班课题内容，
合理布局和精心设计，为幼儿
创设了粘粘贴贴真有趣、缠缠
绕绕好开心等区域。教师们利
用各种废旧材料自制了许多玩
具、学具.孩子们在各个区域中
自主选择，互相合作，在轻松愉
快的环境中充分体验自主学习
的快乐。 (宋作梅)

悦庄镇龙山幼儿园：

区域创设评比

摊主正在查看无烟烧烤设备。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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