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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郑银雪 王起震 报道）近日，2017
年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创新杯”
信息化教学说课大赛成绩揭晓。鲁
中职业学院16名教师代表我市参加
比赛，获得了12个一等奖、4个二等
奖，其中6名教师夺冠，总成绩全省
第一。这是该校在去年省赛获得10

个一等奖、4个二等奖的基础上取得
的又一突破。

据悉，该项比赛是省教科院每
年组织的惟一一项教师教学业务比
赛，今年共有来自全省 17 市的 430
名教师参赛。经过专家严格评审，
共评出一等奖 77 名，二等奖 77 名，
三等奖114名。

鲁中职业学院获
省信息化教学大赛头名

邀请特约嘉宾

赵 樯
（2011、2014、2015、2016版熊猫币设计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艺术硕士。从事中国钱币设
计雕刻二十余载，曾赴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及意

大利罗马造币厂研习。至2010年底，经由中
国金银纪念币评审委员会评选，共有40件

纪念币设计和雕刻作品中标。现探索
文化创意产业。《熊猫 35 周年纪

念套装》设计者。

邀请特约嘉宾

程 超
◆现任南京造币有限公司工艺美术师，他在2009-

2018 年这十年的熊猫币设计中中标 5 年，被业界誉为“标
王”，也是自1982年熊猫币发行起的唯一一位五次设计熊

猫币的青年工艺美术师。
主要作品
◆北京残奥会贵金属纪念币正面

◆建党90周年普通纪念币和生肖贺岁猴
年普通纪念币

◆2010 版、2012 版、2013 版、2017
版、2018版熊猫币

熊猫币设计大师来滨州啦熊猫币设计大师来滨州啦
◆◆活动时间活动时间：：1111月月1212日上午日上午99：：0000
◆◆活动地点活动地点：：中国工商银行滨州分行三楼展厅中国工商银行滨州分行三楼展厅（（渤海十八路渤海十八路568568号号））

为答谢广大客户朋友及熊猫币爱好者对中国工商银行的支持与厚爱，工行滨州分行专程邀请我国熊猫币设
计大师赵樯和程超大师来到滨州，与广大客户朋友见面，介绍熊猫币以及金银币的制作、收藏投资知识，并亲临现
场进行熊猫币纪念套装签售活动，让您和大师面对面交流。参与有奖，万元大奖等您拿！

中国人民银行近十年发行的熊猫币大都出自这两位大师
之手，本次熊猫币签售活动，双大师同台，机会难得，具有很高
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名额有限，全市仅有200套签售名
额。现场还有活动惊喜，现场部分黄金饰品每克立减30元，部
分黄金饰品买十赠一，精美礼品赠送，抽奖等活动，不会让您空
手而归，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

活动预约请咨询中国工商银行滨州分行各营业网点，欢迎您莅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孙建琨 窦玉芹 报道）立冬之
后，我市气温逐渐降低，城区水系中
菖蒲、芦苇等植物开始枯黄，观赏效
果变差。自 11 月 3 日起，市城管执
法局园林处集中对中海公园8万余
平方米水系中的菖蒲、芦苇进行集
中清理，确保水系水质优良，景区景
观效果良好。

据介绍，往年市城管执法局园
林处对菖蒲、芦苇的清理时间大多

选在冬季水系结冰后，因为园林工
人在冰面上进行清理工作比较方
便。但此举会让冰层以下的菖蒲
和芦苇根无法彻底清除，对水质有
一定影响，同时菖蒲棒、芦苇苇毛
随风乱飞也会影响空气质量。今
年，市城管执法局园林处创新工作
方式，将清理工作时间提前，园林
工人下水对菖蒲、芦苇进行了彻底
清理。该工作预计于 11 月 15 日全
面完成。

中海公园水系内
菖蒲芦苇彻底清理

清理面积8万余平方米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志
学 通讯员 赵良选 张曰萍 报道）日
前，记者从山东省教育厅获悉，阳信
县河流镇中心幼儿园被授予“山东
省省级示范性幼儿园”称号。

近年来，河流镇中心幼儿园在
人员保障、园所建设、设备提供和维
护等方面持续投入，保证了幼儿园
建设、配置、装备不断升级，使幼儿
园具备了良好的硬件条件和优质的

软件资源。同时，该园确立了“在生
活中教育，在教育中生活”的办园理
念，致力发掘“田园生活、开心创意”
的办园特色，形成“生活教育”园本
课程，为每个幼儿提供充分、自主、
和谐、健康发展的教育机会和条
件。此外，该园大力打造生活体验
教育，让幼儿在模拟的社会环境和
社会角色中获得身心和谐、健康、全
面的发展。

绘制文化墙 创城添力量

日前，在阳信县干休所，老干部
们正驻足欣赏“创城文化墙”。

据了解，该县县委老干部局联
合信城街道党工委，对干休所家属
院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整治，采取手
绘方式，完成了干休所主路两侧文
化长廊建设，内容涵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阳信县居民文明公约、健
康教育常识、文明城市创建、尊老敬
老等，并安装了创城宣传栏、LED显
示屏。此举不仅优化了干休所老干
部的居住休养环境，更营造出浓厚
的创城氛围。（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
员 林世军 王栋 摄影）

河流镇中心幼儿园成
“省级示范性幼儿园”

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
管局智慧监管指挥中心，电脑屏幕
前鼠标一点，辖区内食品生产企业、
学校（幼儿园）食堂、大型餐饮企业
的电子地图便呈现在眼前。若想了
解某家单位的基本情况，只需点击
该单位的图标，各项数据便会详细
地呈现出来；想看看现场工作人员
的状况，打开视频监控，食品操作间
人员着装是否规范、垃圾桶摆放是
否到位，一目了然；查看各单位食品
安全检测数据，当日和过往检测登
记在册的数据会依次呈现出来，超
标的数值会用红色标记出来……

2016 年以来，该局为有效解决
监管力量薄弱与监管面多而宽之间
的矛盾，积极探索运用“互联网+”技
术来提升监管工作的智能化、自动
化和信息化。该局自主开发的“智
慧监管系统”，利用监管末端的视频
监控、数据采集设备，运用互联网技
术，将被监管对象与市场监管局智
慧监管平台连接起来，实现了远程
可视、在线监测、数据共享、自动分

析、超标报警等全天候、全时
空的自动监管。

“智慧监管系统”是
一个综合指挥系统，主
要以三大模块为基础

实时地图功能、数据分析处理和
稽查执法三大模块，构建起智慧监管
系统的主框架。实时地图功能模块，
起到可视化信息总览、快速指挥的作
用。可在电子屏幕上直观地定位当
级和下属监管单位所在地；可快速浏
览指定监管单位的辖区范围、基本信
息、日常工作情况，如检测数据、日常
下发任务等；可浏览管辖区域中的企
业信息，并且通过工作人员及移动设
备的实时定位，为稽查执法调度提供
快速调度的指挥功能；能收集仪器设
备的轨迹信息，实现人员实时监管。

强大的数据分析处理模块，可对
采集的检测数据进行各种类别、维度
的筛选，并且以报表、柱状图、饼状
图、趋势折线图等形式展示统计分析
的结果。学校、市场及监管所的食品
安全快检室每天将检测数据实时上
传至局智慧监管平台，并通过平台自
身的数据建模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将
复杂繁冗的快检数据分析筛选，并以
企业分析、食品种类分析、易超标项

目分析等关键词信息呈现出来。随
着数据的积累，将形成大数据库，为
辖区内食品安全提供风险分析及预
警。

稽查执法模块，当食品安全快检
设备的检测信息自动上传到系统平
台后，一旦有超标、异常、不合格等情
况，就会在稽查情况里自动记录在
案。随后可根据监管需要，依次执行
送达检测报告、提出复议、复议处理、
记录处理意见及处理结果的完整流
程，完善快检数据的监管效应。

3个子系统构成主要应
用体系，实现食品安全实时
监管

一是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自
动管理系统。在全区规模较大的学
校（幼儿园）食堂，利用信息化模式将
学校幼儿园食堂的检测结果及日常
监管有机结合起来，执法人员足不出
户就能监控到学校（幼儿园）食堂的
留样、消毒、索证索票等日常管理情
况。同时，学校（幼儿园）食堂每天所
购进的食材进行检测后，检测数据信
息、日常管理信息能进行实时上传、
汇总和统计分析，实现食品安全监管
的智能化、信息化。自系统开通以
来，目前已储存检测信息1万余条，各

类监管信息2万余条。
二是“明厨亮灶”远程视频监控

系统。覆盖该区所有的农贸市场、12
所公办学校幼儿园食堂、3所私立幼
儿园和部分大型餐饮业户。在食品
加工间、切配间、烹饪间、主食制作
间、洗消间、备餐间等食品加工关键
环节，安装电子（视频）监控。监管人
员通过远程传输系统可以对学校（幼
儿园）食堂餐饮加工场所的全部操作
进行实时动态察看，并自动存储。充
分运用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对食品
加工操作现场实时监控，从而实现了
监督前移、实时监督、无缝监管的食
品安全监管新模式。

三是移动执法监管系统。该系
统中的“食品安全移动执法监管”是
利用现代化电子信息技术，通过现场
执法APP应用+移动终端+移动无线
打印设备开展现场执法工作。执法
人员只要在现场点开 APP 执法软件
相应的功能模块，就能按照软件中
罗列的各项标准进行记录、逐条打
分 等 ，比 起 手 写 记 录 更 加 规 范 高
效。运用食品安全移动执法平台，
执法痕迹能实时上传至智慧监管系
统的服务器，方便查询及调取。移
动执法终端还与明厨亮灶食品监管
系统相连，可随时随地监管食品加
工制作现场。

开发区市场监管局智慧监管指挥中心包括三大模块、三个子系统，实现食品安全实时监管

“互联网+监管”让舌尖上的安全真实可见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张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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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佳双十佳””劳动竞赛培育全能型供电人劳动竞赛培育全能型供电人
10月30日至31日，国网滨州供

电公司联合滨州市总工会，举办
2017 年滨州供电系统“双十佳”劳
动竞赛。竞赛旨在全面深化“彩
虹·心服务·新价值”主题活动，
推进“全能型”乡镇供电所管理提
升，促进供电所末端营配融合，打
造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的复合型员
工队伍。

竞赛分供电“服务之星”竞赛
与农网配电营业工竞赛两部分。供
电“服务之星”竞赛由工作业绩和
综合业务笔试组成，农网配电营业
工竞赛由理论和技能实操两部分组
成。经过激烈角逐，邹平供电公司
获团体一等奖，国网无棣县供电公
司获得团体二等奖，国网沾化区供
电公司、国网滨城区供电公司获团
体三等奖。国网滨州供电公司营销
部孙逢麟获供电“服务之星”，沾化
公司张勇超获农网配电营业工第一
名。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诚 通
讯员 代福永 寇春雷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
员 王延芳 杨欣 林雪枫 报道）近期，
市东街道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监管
并举，对城市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
治，收到良好效果。

清怡农贸市场是个有着20多年
历史的老市场，是周边市民重要的

“菜篮子”、“米筐子”。近年来，该市
场环境脏乱差、市场冒尖、乱摆乱放
等问题反复出现，严重影响市容市
貌和市民生活。像这样的市场，在
市东街道还有不少。同时，市东街
道有26个城中村，因此违建现象也
多有发生。

为解决问题，街道创新举措，采
取集中整治与日常监管并行的办
法，做好日常城市管理。实施网格
化管理办法，将辖区划分为 4 个大
网格、12 个小网格，将街道城管大

队分为4个中队，分网格到中队，确
保每个网格都有人包保、有人负
责。城管队员实行 24 小时错时执
勤制，确保日常监管无缝隙、执法无
空挡。

同时，借助全区每月组织的城
管、工商、公安、食药、交通等部门联
合执法活动，强化对重点部位、重点
路段、重点问题的集中整治，形成对
各类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另外，
街道每周组织一次城管集中行动，
由4个中队联合开展，集中处理各类
问题。

此外，街道还购置了无人机，坚
持每天进行2次地毯式无死角巡查，
一旦发现违章建筑、垃圾死角、明
火、扬尘等问题，执法队员会迅速进
行实时监控抓拍取证，快速有效作
出执法安排和现场处理。

市东街道双管齐下
打造优质城市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