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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公布上半年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成绩单”，重拳出击“网络订餐”

清清理理查查处处332255家家网网络络订订餐餐单单位位
27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的全市食品安

全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淄博市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坚持源头严
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推动食品产业健康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贾莹 苑伟

据淄博市市场监管部门负
责人介绍，目前全市规模以上
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率达到100%。9家食用农产
品批发市场全部完成规范化建
设，对所有大中型超市进行了
放心肉菜公开评价，534家商场
超市、市场建成肉类蔬菜追溯

体系，建设经验在全国推广。建
设“明厨亮灶+互联网”智慧监
管平台，1202家学校食堂、餐饮
单位实现“阳光后厨”。

同时，全市开展“网络订
餐”专项检查，约谈外卖平台负
责人，对经营集中区域进行全
面检查，共检查网络订餐单位

3471家，责令停业、吊证、下线
325家，责令改正779家，立案17
起。开展学校放心食堂工程，
1001家学校聘请了食品安全校
长，891家学校食堂量化分级良
好率达到100%。此外，今年以
来，实施兽药追溯管理制度，严
格农兽药经营、使用管理。

1202家学校食堂、餐饮单位实现“阳光后厨”

今年以来，全市完成食品
监督抽检6095批次，问题发现
率4 . 1%。建立了全市食品快检
数据平台，对重点农贸市场、超
市的蔬菜、肉类进行实时快检，
收集数据5 . 9万条，对检测阳
性产品依法进行了处置。

同时，规范公开各类信用

信息5万余条，14人纳入黑名单
管理，实施联合惩戒。食安、农
安、公安“三安联动”机制运行
良好，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全部
成立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机构，
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
为。今年以来，全市共检查食品
相关单位3 . 2万家次，查办违

法案件347件。此外，、部署开展
保健市场百日行动，对全市30
家直销企业摸底建档，检查社
区、酒店、农村集市等重点场所
1742处，“保健”类店铺2546家，
全市查办案件147起，受理消费
者投诉举报215起，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10 . 6万元。

查办各类食药违法案件347件

两两岁岁儿儿童童自自锁锁家家中中

消消防防员员破破门门救救人人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王亚男 通讯员 焦收佳)
26日，高新区瑞丰南苑一名儿
童被反锁家中，淄博市消防支
队义乌中队接到指挥中心调
度后，立刻赶往现场救援。

在现场，消防员得知，这
是一名2岁左右儿童，独自在
家的时候自己把锁反锁了，无
法从外面打开，消防员到达现

场后，听到被锁在房内的儿童
情绪非常激动，为避免在救援
过程中对屋内儿童造成惊吓。
消防员一边让孩子的妈妈在
门外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开始
破拆防盗门。消防员一边使用
无齿锯、撬棍等破拆工具进行
破门，一边不停叮嘱孩子远离
防盗门。2分钟左右门被破开，
被困儿童情况安全。

桓桓台台全全面面检检查查干干线线桥桥梁梁

确确保保安安全全度度汛汛
本报讯 为确保汛期公

路桥梁安全通行,近日, 桓台
公路事业服务中心对辖区内
的干线桥梁进行全面检查,查
找并消除安全隐患，以确保辖
区路段桥梁安全度汛。

此次检查，由中心领导带
队，组织桥梁专家和技术人员

重点对桥梁的桥台、桥墩、伸
缩缝、护栏、泄水孔等部位逐
一进行了检查和检测。同时安
排养护人员对桥下的堆放物
和垃圾进行了清理,对所有桥
梁的泄水孔和涵洞进行了疏
通，为安全度汛奠定了基础。

(高玉霞)

近日，敬仲中学多措并举开
展阳光体育运动。加大宣传教育
力度，让师生认识到阳光体育是
关系到下一代人身心健康的大
问题；开辟活动场地，购置运动
器械，确保硬件设施能够满足师
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需要。(王涛)

临淄区敬仲镇中学：

开展阳光体育运动

为增强学生识毒、防毒、拒
毒意识，“国际禁毒日”之际，潘
南小学开展了“远离毒品,珍爱
生命”主题队会活动。同学们学
习了《禁毒法》，认识了海洛因、
冰毒等毒品，观看了吸毒人员
可怕的生存状态。 (翟绅卫)

张店区潘南小学：

开展远离毒品教育活动

临淄区金岭中心校：

举办教育信息化培训会

为提高教育信息化建设水
平，近日，金岭中心校举办了教
育信息化2 . 0与智慧校园建设
专题培训会。会议以宽广的教
育视野阐述了教育信息化2 . 0
发展历程、基本目标、八大行动
主要内容及相互关系。(范志敏)

近期，金岭中心小学开展了
安全系列教育活动。该校启动

“六校长”联动机制，联合金岭派
出所对学校安防措施及周边安
全进行了拉网式排查，联合镇市
场监督管理所监管食堂安全，对
餐品留样进行了检查。(曹胜钧)

为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读
书写字习惯，近日，高阳小学开
展了“晨读午练”活动。旨在激发
师生读书热情，营造书香氛围，
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提升
教师高雅的审美情趣，让学生、
教师在书香中成长。 (孙继礼)

临淄区高阳小学：

开展晨读午练活动

临淄区金岭中心小学：

开展校内听评课活动

本学期，金岭中心小学开展
了校内听评课活动。教师全员分
学科开展了公开课授课、同课异
构、评课议课等活动。在评课议
课环节，邀请教研员到校指导，
推进了新基础教育理念的实施，
提高了教学质量。 (曹胜钧)

为让学生走进名著，体会经
典之妙，近日,康平小学开展了

“让文本与名著碰撞出火花”读
书交流会活动。学生化身书本中
的人物，谈感受，谈理解，语言的
交流中碰撞出了智慧的火花，让
书香滋养了童心。 (单兵兵)

临淄区康平小学：

开展读书交流会活动

家庭教育问卷活动 为了解各
班学生家庭教育现状，更好的为家
长学校服务，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
心小学对全校各年级学生家长进行
了问卷式调查。(董及翠 房秀伟)

防溺水教育 为提高学生
的安全防范意识，近日，沂源四
中邀请“红十字会”专业人士到
校开展了“预防学生溺水、及急
救方法”教育活动。 (刘士春)

三年规划评估 近日，沂源
县悦庄镇中心小学邀请省世纪教
育评估中心专家到校对本校三年
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现场评
估，听取了可行性建议。(梁海亮)

召开家校会议 近日，沂源
四中召开了家校合作委员会会
议。旨在让家长发挥监督作用，取
得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1+1>2”
效应。 (刘士春 翟乃文)

争创文明餐桌 为增强全
体师生节俭意识，近日,沂源四
中积极开展了“文明餐桌”争创
活动，倡议师生“文明餐桌,光盘
行动”。 (刘士春 翟乃文)

奉献爱心活动 为推进教
育精准扶贫工作，保证幼儿健康
成长，近日,沂源县荆山路幼儿
园举行“奉献爱心，传递温情”献
爱心活动。 (刘霞 夏巧凤)

温暖贫困生 六一节期间，
沂源县鲁山路小学困难学生慰
问组，将文具盒、彩笔、书包等慰
问品和祝福，送给困难家庭学
生，激励学生好好学习。 (王晗)

安全报告会 近日，沂源县
悦庄镇中心小学邀请“安全六校
长”到校举办了安全专题报告会。
构建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形成合
力，做好安全工作。 (梁海亮)

为引导广大未成年人认知
传统、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
传统，端午节期间，高阳小学开
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手
抄报展示评比活动。培养了学生
编排手抄报能力，增强了学生热
爱传统文化的感情。 (刘景海)

临淄区高阳小学：

开展手抄报展评活动

为提高学生自护、自救、防
灾、逃生的能力，增强学生文明
安全意识，近日，临淄一中开展
了“珍爱生命”主题班会活动。向
学生强调生命只有一次，教育学
生要珍爱生命，提高自我保护意
识，远离危险。 (朱晓宁)

临淄区第一中学：

开展珍爱生命主题活动

防汛逃生演练 汛期来临，
为做好学校防汛安全工作，提高
学校应对突发异常天气能力。近
日，沂源三中开展防汛逃生演练
活动，提高安全意识。 (江秀德)

班级文化墙建设 本学期,
沂源四中开展了班级文化墙建
设活动。打造图文合一的走廊校
园文化,让每个角落都洋溢着浓
浓的文化气息。(刘士春 翟乃文)

临淄区金岭中心小学：

开展校园安全教育活动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为杜绝溺水事件的发生，近
日，皇城二中小学部开展了防溺
水安全教育系列活动。该校要求
全体教师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
把防溺水安全工作抓紧抓实，筑
牢防溺水安全防护墙。(李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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