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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国国职职校校技技能能大大赛赛滨滨州州获获佳佳绩绩
邹平县鲁中职业学院获一银两铜创全市先河

本报7月7日讯(记者 谭正
正 通讯员 布汝奎 袭龙生)

7月4日，在天津举行的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闭幕，滨州市职
业院校在比赛中获得较好成绩。

邹平县鲁中职业学院学生
王鑫明获中职组计算机检测维
修与数据恢复项目银牌，成亚
南、李保奇获工业分析检验项目
铜牌，这是该校继去年获得建筑

测量项目铜牌后又一重大突破。
创造滨州市中职学校全国技能
大赛最好成绩，也是全市中职学
校在全国技能大赛中取得的仅
有的3块奖牌。

滨州职业学院护理学院院
长徐红教授作为山东省护理赛
项领队，带领全省5位学生和5
位指导教师代表山东省参加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护理技能大赛，选手李颖和
常玉淼同学经过激烈角逐，分
别以全国总分第一名和第四名
的成绩获得一等奖，指导教师
李凤霞和王兆红被授予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荣誉称号。滨州职业学院此次
在国家大赛上获此殊荣，为该
院、滨州市乃至山东省取得了
荣誉，实现了护理国赛上新的

突破。
据悉，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是教育部联合天津市人民政
府、财政部、人社部、团中央等31
家部委、单位共同举办的一项全
国性职业院校学生竞赛活动。经
过多年努力，大赛已经发展成为
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计划单列市
积极参与，专业覆盖面最广、参

赛选手最多、社会影响最大、联
合主办部门最全的国家级职业
院校技能赛事，成为中国职教界
的年度盛会。

据了解，今年的大赛共设信
息通信、装备制造、环保和气象
安全、能源与新能源等15个专业
大类的98个竞赛项目，全国有
500多万名学生参加大赛，1万多
名学生参加总决赛。

第二届“安全生产滨州行”活动启动，邹平县实行“一企一策”模式

高高危危企企业业建建三三级级安安全全管管理理责责任任体体系系

本报7月7日讯(通讯员 孙
宝柱 记者 王晓霜) 安全生
产涉及到各行各业，关系到千家
万户。7日，第二届“安全生产滨
州行”活动启动，将针对安全生
产进行为期五天的实地采访报
道。在第一天的走访中记者了解
到，邹平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实施“一企一策”、“一镇
一策”定向安全监管模式，探索
安全生产规律，从源头上防治。

7日上午，记者来到山东三
星集团有限公司，在生产车间的
监控室里记者看到，两台电脑屏
幕上显示着车间各个地方的生
产状况监控，而在公司的总监控
系统办公室里，巨大的电子屏幕
上，车间作业的每一个监控环节
尽收眼底。大屏幕上，车间作业
工人的基本信息一览无遗，每一
个工人的每一步操作以及所处
的位置，都一一显示。记者了解
到，近年来三星集团没有出现过
一起重大安全事故。

近年来，邹平县组织实施
“科技兴安”战略，政府购买服
务，聘请专家查隐患。今年上半
年，邹平县安监局与4家中介机
构签订服务协议共计48万元，检
查92家生产经营单位，查出隐患
1930条，同步采取“政府购买安
全服务”的方式，与中介机构签
订服务协议110 . 3万元。7月2日，
成立了邹平县安全生产专家团，
公布了首批专家团34名组成人
员名单。专门组建了信息科技中
心，安排专人负责全县安全生产
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目前已对
全县企业视频监控安装的数量、
构成、现状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
详细调查摸底。

邹平县安监局从2014年就
开始探索建立网格化监管体系，
在68家高危试点企业，建立了以
企业法定代表人负总责，公司、
车间、班组三级安全管理责任体
系。在此基础上今年实施三位一
体工作，坚持试点先行，典型带

动，目前已完成165家示范企业
的建设任务。邹平县安监局实施
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确保企业
安全生产始终保持可控、在控状
态，目前列入重点监管企业共有
46家，其中，停产15家，正常生产
的28家。

今年以来，邹平县安监局对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矿商
贸等重点行业企业开展“四不两
直”暗访暗查企业394家，查处隐
患923条，夜间突击检查9次。并
组织开展极端天气下的专项抽
查，督促企业做好相关安全防范
工作。另外，持续实施“一企一
策”、“一镇一策”定向安全监管
模式。目前已为214家企业制定
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安
全解决方案。“根据每个乡镇、每
个企业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
方案，因地制宜。同时探索、摸清
安全生产的规律，从源头上防
治，才能真正实现安全生产。”邹
平县安监局局长王拥军说。

本报7月7日讯 (通讯员
孙宝柱 记者 王晓霜 ) 博
兴县采取“试点先行，以点带
面”的工作方式，选定利丰达生
物、先达化工为精细化管理试
点单位，3个月时间已达到“网
格化、实名制、一口清”的“三位
一体”标准要求。

“企业的规章制度对安全
生产如何要求？”、“属于你监管
范 围 内 的 安 全 生 产 情 况 如
何？”、“如果发生事故你会如何
处理？”……7日下午，在山东利
丰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储运
部烯烃一操的成员徐子琦对上
述问题对答如流，他告诉记者，
像他一样，企业的任何一个员
工都能对相关知识熟练掌握，

“员工就该承担起相应的安全
责任，该掌握的安全技能知识
必须熟练掌握，才能保障安全
生产。”据了解，这是企业根据
要求开展的“三位一体”中的

“一口清”项目。安全生产监管
人员要熟练掌握履职尽责必备
的知识和技能，做到对本岗位
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监管范
围内的安全生产情况等“一口
清”。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
司设立了门禁系统，员工打卡
进入或走出大门，相应的电子
信息全部都会记录在电脑里
面，而且还特别设置了人脸识
别功能，只有本人拿着自己的
卡才能进出。通过建立门禁系
统，改变了原来人员出入靠手
工签字方式，通过刷卡出入、系
统传输、数据自动生成、随时显
示方式，严格控制了人员出入
生产区，减少了许多安全隐患。

截至目前，博兴县共有54
家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了
精细化管理的实施工作，27家
生产经营单位率先完成了门禁
系统的安装工作。

博兴县实行精细化管理

安全知识问不倒

业务法规一口清

滨州餐饮系列谈

走走出出困困境境关关键键是是做做好好自自身身定定位位

山东三星集团有限公司内，监控室能监控到每个细节。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设置了门禁系统，员工进入企业
需要打卡。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打造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产品和服务仍是餐饮业的
本质，滨州市烹饪协会执行会

长、中国餐饮业高级职业经理
人、山东省首席技师王俊学说，

“风味特色”最能吸引消费者，消
费者在选择餐厅时是用舌尖来
决定脚步的，消费者会根据自己
喜好的口味、饮食风味以及餐厅
特色选择就餐地点，大家要拼食
材，拼味道打造绿色厨房，产品
和服务做不好就谈不上竞争力。

王俊学说，随着餐饮行业
的不断发展，餐饮产品同质化
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不仅为
企业的餐饮经营带来了更多的
困难，餐饮经营利润也越来越
低……同时也对餐饮经营营销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
餐饮差异化经营营销策略就成

为餐饮企业不得不考虑的经营
营销理念之一。在竞争激烈的
餐饮同质市场中，差异化经营
是餐饮企业应对竞争的一种重
要手段，餐饮企业必须通过差
异化经营，建立局部竞争优势，
并把这种优势长期保持下去，
才能避免在竞争中的被动局
面。与竞争者之间保持差异，是
企业的生存之道，更是企业的
竞争力所在。

找到适合自己发展模式

王俊学介绍，商业模式通俗
讲就是挣大钱的方法,一个餐饮
企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商业
模式更为重要,连锁经营具有成

本优势、价格优势、品牌优势，应
该是餐饮业经营模式的主要发
展方向，特别是多开一些小而美
的店是餐饮行业发展的趋势。王
俊学同时向记者举了几个例子，
例如王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
一个开业不到六年多的公司，由
于公司选择了好的商业模式，菜
品具有鲜明特色，投资少，回报
快，有好的未来，现已在全国有
70多家加盟店，仅2014年就新增
加盟店19家。

而腾达餐饮瞄准现在集休
闲与求知于一体的旅游度假方
式，将餐饮与乡村游结合在一
起，现已有腾达在水一方、腾达
农庄、腾达蔬菜采摘基地，既为

酒店提供了绿色食材又为了公
司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俊学还说，餐饮业在团
餐、休闲餐及简餐市场将有很
好投资机会，团餐的时间、地
点、客户都是固定的，受政策冲
击和市场因素影响相对较小。
比如舜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现
在已为8家单位做内餐服务，走
出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随着
餐饮行业竞争的加剧，在店内
做好二次销售和外送是餐饮行
业的新的利润增长点。据了解，
现在有些超市餐饮已占到了营
业面积的40%，餐饮行业也要利
用本身的优势，做好二次销售
和外送。

所谓定位，就是让你的品
牌在顾客大脑中占据一个有
价值的位置。在你的客户的大
脑里注册，让客户记住你，就
是顾客想吃饭的时候先想到
你。让客户知道你是干什么
的，定位的本质就是在消费者
心智中实现品牌的差异化，从
而突显价值，值得购买。

本报记者 韩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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