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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市市烹烹饪饪职职业业技技能能竞竞赛赛开开赛赛
各项目第一名选手将推荐申报“烟台市技术能手”或“烟台市五一劳动奖章”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烟职建 于同
济) 27日上午，“恒丰银行杯”
烟台市2016年烹饪职业技能竞
赛西式烹调及西式面点项目的
比拼，在烟台工贸技师学院全
面启动。竞赛吸引了近百名西
餐西点高手踊跃参赛，激烈紧
凑的赛制安排令选手们纷纷亮
出看家本领，各显其能。

本次竞赛属市级一类竞
赛，由市人社局、商务局、旅游
发展委、总工会、烹饪餐饮协
会、旅游饭店协会主办，烟台工
贸技师学院、烟台兴业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承办，恒丰银行烟
台分行冠名支持。竞赛分5个大
项，其中中式烹调、中式面点、
中式烹饪特色大赛等项目已于
9月19日起在烟台兴业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陆续举行，西式烹
调及西式面点项目竞赛由烟台
工贸技师学院承办。此次竞赛
的举办，旨在进一步加强烟台
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
全市餐饮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水
平，为烟台市“中国鲁菜之都”
品牌建设增光添彩。

记者从赛事组委会了解
到，依据赛事安排，参加西餐、
西点项目竞赛的百余名选手各

被分为4组先后进行比赛，每组
比赛限时120分钟，期间要完成
基本功作品、规定作品和自选
作品共3件，之后由评委现场评
判，当场公布成绩。27日上午7
点半，第一组参赛选手在各自
比赛场地同时拉开战幕，在场
选手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奇招
频出，展开激烈对决。

据介绍，此次竞赛成绩包
括理论知识测试和实践操作考
核两项内容，理论知识测试已
于26日下午在工贸技师学院进
行，最终按照20%理论成绩加
80%实操成绩确定总成绩。各项
目第一名选手将推荐申报“烟
台市技术能手”或“烟台市五一
劳动奖章”，成绩优异的选手将
被组委会授予“2016烟台西餐名
厨”“2016烟台西点名厨”等荣誉
称号，优秀作品也将获得“2016
烟台经典西餐”荣誉称号。

为了承办此次烹饪职业技
能竞赛西式烹调、西式面点项
目的比赛，烟台工贸技师学院
在竞赛组委会的领导下，全院
上下协调一致群策群力，进行
了精心的筹备和组织，无论是
赛场服务还是后勤保障都异常
严谨细致，保证了整个比赛活
动的衔接有序。

烟台工贸技师学院承办该
项赛事除了具备先进完善的硬
件设施，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先
天优势，近年来该院依托开设
最早、综合实力较强的烹饪技
术系成立了烟台市鲁菜研究
所，被确定为中国鲁菜学府、中
国鲁菜研发基地；先后被评为
山东省烹饪餐饮行业团体膳食
优秀单位、全省餐饮行业营养
健康美食示范单位，是国内传
承和弘扬鲁菜文化、培育一流
烹饪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该
系专职教师中有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1人，山东省首席技
师2人，山东省技术能手3人，烟
台市首席技师3人，烟台市有突
出贡献技师3人，可谓师资力量
雄厚。在今年上半年进行的全
国中职院校烹饪技能大赛中，
该系面点专业代表山东省参
赛，取得二等奖1名，创烟台市
该项赛事最好成绩。

作为此次大赛总冠名的恒
丰银行，是从烟台本土发展起
来的优秀企业代表。截至2015
年底，恒丰银行资产总额达
1 . 06万亿元，增幅26%，全年实
现净利润81亿元，增幅13%。不
久前恒丰银行在英国《银行家》
杂志发布的“2016年全国银行

1000强”排名中位列143位，在
中国银行业协会2015年发布的

“商业银行稳健发展能力‘陀螺
评价体系’”中排名全国性银行
第七位、股份制银行前三。近年
来，恒丰银行推行的一系列“创
业创新”式改革成效显著，资产
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净利润
增速位居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前列。作为和总部同一座城
市的恒丰银行烟台分行，在总
行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正确领导
下，近年来秉承“恒必成 德致

丰”的核心价值观，全行上下齐
心合力，锐意进取，扎实推进

“1112·5556”工程建设，加快实
施“12345”行动纲领，加强风险
管理和案件防控，综合经营取
得较好成绩，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不断提升。2016年上半年，烟
台分行一般性存款余额达1017
亿元，较年初增加186亿元，增
幅达22 . 33%，不仅成为恒丰银
行系统内首家存款破千亿的分
行，而且存款总量在烟台地区
银行业中位居前列。

烟烟台台市市首首届届校校园园音音乐乐舞舞蹈蹈技技能能竞竞赛赛开开赛赛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陶勇) 为贯
彻落实《烟台市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提升烟台市音乐舞蹈艺术从业
人员素质，9月28日、29日，烟台
市首届校园音乐舞蹈技能竞赛
在烟台艺术学校举行。

本次比赛为烟台市二类
技能竞赛，由烟台市教育局、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烟台市总工会、共青团烟
台市委、烟台市妇女联合会、
烟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烟台市音乐家协会、烟台
市舞蹈家协会协办，烟台艺术

学校承办。竞赛面向市直职业
院校音乐舞蹈教师、各县市区
中小学音乐舞蹈教师、驻烟高
校音乐舞蹈教师、职业、艺术
院校师生以及社会音乐舞蹈
从业人员，在全市尚属首次，
在全省也不多见。

本次竞赛在位于芝罘区
福山路35号的烟台艺术学校
举行，该校艺术办学历史悠
久、成果辉煌，艺术练习设施、
场地齐全。竞赛共设置声乐、
器乐、键盘(钢琴、手风琴)、舞
蹈和个人全能(四选三)五个类
别，由主办单位委托第三方机
构组织经验丰富的业内专家

担任评委，全市共有202名选
手参加，将产生70余个奖项。
成绩优异的选手，组委会向市
总工会推荐参加“烟台市五一
劳动奖章”评选活动；向团市
委推荐参加“烟台市青年岗位
能手”评选活动；女选手，由市
妇联推荐参加“巾帼建功标
兵”评选活动；音乐类、舞蹈类
竞赛前五名的选手由市音乐
家协会和市舞蹈家协会推荐
参加烟台市重大演出活动和
高层次艺术赛事，激发音乐舞
蹈艺术专业人员提升自身技
能水平的积极性，提高音乐舞
蹈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

莱莱阳阳市市33年年规规划划投投资资近近55亿亿解解决决大大班班额额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近日，莱阳市召开市长
办公会，规划利用3年时间新
建、改扩建24个学校，新建校舍
13 . 75万平方米，总投资4 . 99亿
元，2017年彻底解决大班额问
题，同时完成“全面改薄”工程。

今年，莱阳市教体局以为
民服务实事为抓手，统筹推进
解决大班额问题和“全面改薄”
工作，制定出台了《莱阳市解决
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实施方
案》和《莱阳市2016年为民服务
实事》，将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
大班额问题与“全面改薄”工作
统筹推进，全市各学校办学条
件进一步优化。

今年规划投资2 . 38亿元，
实施18个工程项目，建筑总面
积达8 . 28万平方米。其中，赤山
小学、谭格庄中学、大夼中学、
高格庄中学、柏林庄中学5所学
校新建工程于2015年12月先后

开工，总投资5000余万元，新建
校舍20000平方米，目前这5所
学校建设工程已完工并交付使
用；文昌小学、白龙路小学、光
山小学新建工程已开工建设，
2017年9月可交付使用；吕格庄
中学、团旺中学正在办理招投
标手续，石河头中学、躬家庄中
学、沈家中学、前淳于中学、荆
昌小学、照旺庄小学等6所学校
正在做工程量清单，10月底可
开工；城厢中学、山前店中学正
在进行图纸审查，11月开工建
设。

2017年规划投资2亿元，新
建校舍3 . 25万平方米。全年规
划实施3个工程项目。其中，实
验中学和文昌中学两个新建学
校项目，目前正在选址，待确定
校址后，年前做好用地指标审
批、学校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新实验中学建成后，拟将城厢
中心小学迁至原实验中学。新

建古城小学已办理好土地审批
手续。南关小学合并到新建的
和平小学，新建和平小学已列
入大寺街片区改造规划，正在
确定建设方案，明年开工建设。
穴坊镇的程格庄小学、贤友小
学，待六中撤销后合并到六中
内，由穴坊中学管理。姜疃中学
已办好立项批文。乡镇学校教
学点改薄项目，移到中心校实
施，中心校改造完成后，将教学
点迁至中心校，年末，将全面完
成改薄任务。

据了解，2015年已经完成
投资0 . 61亿元，新建校舍2 . 22
万平方米。全年完成3个工程项
目并交付使用。其中，西关小学
完成投资3000万元，建筑面积
7901平方米；古柳中学教学楼
完成投资1300万元，建筑面积
6352平方米；文峰学校小学综
合实验楼建筑面积7938平方
米。

工人子女小学家校连心
做孩子的护航使者

为了让刚跨入一年级队伍的孩子迅速地适应小学的学
习生活，也为了让广大家长更全面地了解学校、亲近学校，近
日，工人子女小学召开了一年级的新生家长会。会上滕秀娟
副校长为家长们分享了如何帮孩子养成良好习惯以及成功
的家庭教育方法。家长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会议，既了解了
学校，又认识了老师，更重要的是知道了如何帮助孩子顺利
地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生活，了解了教育孩子的正确方法，
受益匪浅。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丛琳

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小学
大课间花样跳绳展风采

牟平区姜格庄小学在新学期伊始开展了“美丽金秋、绳
舞快乐”大课间花样跳绳活动。

每天大课间时间，学校近400名师生人手一根绳，按照体
育教师事先安排的场地由高年级到低年级依次围操场站好。
首先全校师生进行的是一分钟跳绳计数，在《我的中国心》音
乐响起时，学生进行30秒休息调整，当《最炫民族风》音乐响起
时，学生开始进行花样跳绳展示。花跳的内容丰富包含并脚
跳、单脚交换跳、开合跳、左右摆动跳、脚跟点地跳、弹踢腿
跳、高抬腿跳、弓步跳、侧身点地跳等，师生们都身轻如燕、失
误极少给人一种视觉的享受。当《阳光体育之歌》响起时学生
有秩序地休息，并两人一组成双人单摇队形站好，在《校园的
早晨》音乐响起时学生进行活动。一根小小的跳绳，孩子们跳
出了健康，跳出了活力，跳出了“精气神”。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贺春辉

烟台职业学院
正式获批设立大学英语四六级考点

近日，烟台职业学院大学英语四六级考点正式获批，学
院成为烟台市首个设立大学英语四六级考点的专科院校，同
时下半年考试报名工作正式启动。

在本次申报过程中，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
部署申报事宜，教务处与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积极与省市
两级考试主管部门密切联系，研究相关政策文件，去兄弟院
校学习，申报材料准备，于暑假期间完成了标准化考场招标、
建设、调试、验收等工作，最终获批设立考点。

学院英语四六级考点的设立将满足广大学生的考试需
求，并对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推进英语教学改革，增强我院
办学实力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宫珮珊

更多教育资讯请关注“小记者”官方微信

小记者官方微信包括小记者团、培
训学校以及教育资讯等多个板块，涵盖
养成计划、家长课堂、修学游学以及活动
预告，以及幼升小、小升初和中高考政策
资讯等内容。

葛校园播报

西餐比赛现场，选手们正在忙碌。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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