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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30日讯(记者 罗
静) 近日，淄博市政府官网公
布《淄博市食品药品安全“十三
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时间为2017年10月25
日至2017年11月13日。根据《征
求意见稿》，“十三五”末，镇(街
道)派出机构全部建成快检室，
业务辅助用房标准化配备率达
到95%。

根据《征求意见稿》，到“十
三五”末，争取主要产品抽检合
格率保持较高水平，食品抽检
合格率达到96%以上，药品抽
验合格率达到98%以上。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覆盖食品各供应

渠道和类别，年食品抽检量达
到5份/千人，食品抽检信息公
示率达到100%。种植业“三品一
标”产地认定面积占食用农产
品产地面积达到60%以上；水
产品“三品一标”产地认定面积
占养殖面积的比例达到55%以
上。药品经营企业GSP检查覆
盖率达到100%，全面实施药品
分类管理，规范经营行为。

为此，淄博市将建立健全食
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实施食品
安全全过程监管，加强药品安全
全过程监管，全面推进“食安山
东”建设，提升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支撑能力，构建社会共治格

局。重点将建设基层监管机构标
准化建设工程，人才队伍建设工
程，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工程，

“食安山东”示范和品牌创建工
程，“智慧监管”工程和检验检测
体系建设工程。

在基层监管机构标准化建
设工程方面，将加强镇(街道)
派出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十三
五”末，镇(街道)派出机构全部
建成快检室，业务辅助用房标
准化配备率达到95%。市、区县
两级执法基本装备标准化配备
率达到100%，镇(街道)派出机
构执法基本装备标准化配备率
达到95%。

本报10月30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宋帅) 10月30
日，齐鲁晚报记者从G20青银
高速淄博信息分中心了解到，
因G20济青高速改扩建施工计
划改变，原定于10月30日对淄
博互通淄博至济南匝道的封闭
施工暂停，具体施工时间另行
通知。

据了解，济青高速公路(北
线)于1993年12月全线竣工通
车。作为山东省第一条高速公
路，济青北线横贯山东省东西，

联接省会济南、青岛、淄博、潍
坊、滨州5市23县。目前，济青北
线全线日平均交通量已达5 . 6
万辆，其中济南至淄博段更高
达6 . 7万辆，处于严重超饱和状
态。济青高速北线改扩建工程
2016年6月份开工，原有的双向
四车道将拓宽为双向八车道。

“边通车，边施工”，项目力争
2019年6月30日全线建成通车。

G20青银高速淄博信息分
中心工作人员还提醒，2017年3
月17日至2018年9月17日，根据

济青高速改扩建工程的总体安
排及施工方案，G20青银高速
济青段淄博西互通立交G20青
银高速青岛至济南方向转S29
滨莱高速莱芜方向匝道封闭施
工；G20青银高速济青段淄博
西互通立交G20青银高速济南
至青岛方向转S29滨莱高速滨
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S29滨莱
高速淄博段淄博西互通立交
S29滨莱高速滨州至莱芜方向
转G20青银高速青岛方向匝道
封闭施工。

济济青青北北线线淄淄博博收收费费站站匝匝道道暂暂停停封封闭闭
目前济南方向仍可通行，具体施工时间另行通知

淄博市食品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公开征求意见

““十十三三五五””末末镇镇((街街道道))全全部部设设快快检检室室

本报10月30日讯(记者 巩
悦悦) 10月30日，淄博市食药
监部门曝光了6批次不合格产
品，其中，一食品厂因生产防腐
剂超标的面包被通报。

淄博新星超市连锁有限
公司岭子分店李祖政销售的
菠菜，毒死蜱项目超标；李翠
玲销售的自亿豪蔬菜批发市
场购进的芹菜，毒死蜱项目超
标。博山山头酱味园调味品经
营部销售的标称中牟县裕康

酱菜厂生产的1批次八宝酱瓜
条，防腐剂项目超标；孙继传
销售的标称南宁市闽东食品
厂生产的1批次蛋皮肉松面
包，防腐剂项目超标；孙继传
销售的标称临淄区凤凰镇圣
孔食品加工厂生产的1批次五
仁月饼，脱氢乙酸项目超标；
房宇销售的标称从淄川商城
桂连干鲜调味品商行购进的1
批次银耳，二氧化硫残留量项
目超标。

淄博曝光6批次不达标产品

面面包包防防腐腐剂剂超超标标，，商商家家被被通通报报

本报10月30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李露) 随身携
带二三十把电动车钥匙在城区
繁华商贸地段转悠，碰到没有
上大锁的电动车就用钥匙挨个
试，开锁后骑车就逃……嫌疑
人赵某一个月内疯狂作案7起。

10月份以来，张店警方接
到多起群众报警称自己的电
动车被盗。张店公安分局便衣
中队民警通过与报警人联系
了解情况、调取案发地周边的
监控录像进行分析研判，一名
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视频中，
该男子从身上掏出一大串钥

匙，对着电动车挨个试，不一
会儿，电动车被打开，该男子
骑上电动车迅速离开现场。近
日，该男子再次在某商场附近
寻找作案目标时，被便衣民警
一举抓获。

经查，该男子赵某，54岁，
临淄人，无业。自10月份以来，
赵某采用车钥匙开锁的方式盗
窃电动车7辆，按照车辆的新旧
以300元到500元不等的价格卖
给他人。

目前，嫌疑人赵某已因涉
嫌盗窃被张店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用用一一串串钥钥匙匙偷偷走走77辆辆电电动动车车
嫌疑人已被张店警方刑事拘留

重阳节期间，桓台县实验中
学创新性开展尊老爱老活动。有
的孩子教老人上网读新闻、看视
频；有的教老人用微信视频聊
天、抢红包；有的孩子把自己学
的才艺和老人一起分享。旨在让
老人享受幸福快乐时光。(卢静)

桓台县实验中学：

开展尊老爱老活动

举行青春期教育活动 日
前，沂源县实验中学700余名女
生在学校报告厅举行“青春期卫
生教育”。旨在培养健康成长的
新一代青少年。 (张善武)

举行红领巾主题班队会
日前，沂源三中举行“红领巾飘
起来”主题班队会。再次对《中国
少年先锋队队歌》进行了复习，
加强对红领巾的认识。（江秀德）

举行重阳节敬老活动 为
加强对学生尊老、爱老的教育，
重阳节期间，沂源县鲁村镇中心
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到镇敬老院
开展献爱心活动。 (房秀伟)

日前，中埠镇小学开展“我
们的节日·重阳节”主题班会活
动。通过举办主题班会，让“孝
道”化成生活中的涓涓细流，流
淌在孩子们成长的每一天。旨在
培养孩子们从小敬老、亲老、爱
老、助老的思想。 (宋慧)

张店区中埠镇小学：

重阳节“孝道”润泽心灵

日前，马尚一中举行了全校
学科大教研活动。本次大教研以
沙龙模式展开，全体学科教师参
加。学科教研组长全面解析了
2017年学校教学要求，并提出教
学建议。旨在创造特色高效教学
模式，打造品牌课堂。 (李娜)

张店区马尚一中：

以研促教 推进品牌课堂

近日，皇城一中校园诗歌朗
诵活动揭开帷幕。同学们在诗歌
朗诵活动中表现踊跃：既有自己
创作的作品，又有名人的佳作；
既有古体诗文串烧，又有现代诗
歌联欢，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学生
活泼向上的一面。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举办诗歌朗诵活动

为加强学校特色文化建设，
近日，果里镇周家中学校长李可
友带领全体教师举行了学校文
化建设动员会。首先从思想上确
定建设的各项目标，其次进行了
各项工作重点措施的规划，最后
分阶段制定了实施步骤。(王瑜)

桓台县周家中学：

举行文化建设动员会

为调动学生参与体育锻炼
的积极性，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近日，起凤小学组织了全体师
生参与体育达标测试活动。活
动以级部为单位，各班学生由
班主任组织带领，其他任课老
师帮助、协调。 (王会)

桓台县起凤小学：

完成“体育达标测试”

日前，临淄二中为认真落实
“写好字、做好人、干好事”写字
教学活动，各级部根据实际情况
开展了硬笔书法比赛活动。旨在
培养学生正确的书写习惯，引导
学生把汉字写得正确、端正美
观，提高学生的书写水平。(郑军)

临淄二中：

举行硬笔书法活动

日前，铝城一中举行了庆祝
重阳节活动，让离退休教师度过
了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传承
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校长
刘学代表学校对离退休老教
师曾经为学校的发展所作出的
巨大贡献深表感谢。 (王立水)

张店区铝城一中：

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

为培养学生爱国主义和无
私奉献的精神，激发学生们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日前，双沟中心
小学举办了“红领巾小百灵”红
歌比赛活动。该次活动历时一个
星期，全校五个年级二十一个班
级参加了比赛。 (孔繁东)

淄川区双沟中心小学：

开展红歌比赛活动

为有效提高学生健康水
平，新学期，朱台镇中心小学
让阳光大课间成为常态。根据
各年级学生特点组织竹竿舞、
丢沙包、跳绳、轮滑、呼啦圈等
有趣的活动，并将艺术、体育、
特色创建融为一体。 (步宏章)

临淄区朱台镇中心小学：

阳光大课间成为常态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草埠中心完
小组织部分少先队员到六一八
电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张素香)

推动学校健康运动 日前，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举行秋季运
动会。小运动员们展示出较高的
运动技能和竞技精神，将推动学
校健康运动深入开展。（刘成学）

举行县信息技术研讨会
近日，桓台县信息技术学科研讨
会在马桥镇陈庄小学举行，来自
全县的30多位学科骨干老师参加
了研讨活动。(胡志强 何晓明)

开展“敬老 爱老”活动 日
前，张店区潘南小学开展了“尊
老敬老”活动。学生们带着自己
制作的贺卡来到五老志愿者家
中，给老人送上祝福。（王环）

迎“九九重阳”·抒孝心情怀
为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重阳节期间，沂源县燕崖镇中心
小学组织开展了“我们的节日·重
阳节”主题系列活动。 (李彩)

老少同乐 相聚重阳 重
阳节期间，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
开展了“老少同乐 相聚重阳”
亲子活动，让孩子们懂得尊敬老
人，从小学会感恩。 (夏巧凤)

调整心态，理性面对中考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举
行初四年级学生心态调整动员
会。教育学生以阳光积极向上的
思想，理性的面对中考。(王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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