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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庆祝《烟台日报》创刊七十五周年
征文活动，件件往事在脑海重现，众多镜头
映入眼帘，无限感慨从四面八方涌来，此时
此刻我与烟台日报的缘分渊源也就连成一
片了。这是一份在硝烟弥漫炮火中诞生、深
深打上红色烙印的报纸，七十五年来，高扬
党的旗帜，传承优良作风，走过峥嵘岁月，见
证烟台变迁；这是一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昂首跨入新世纪、不断书写新辉煌的报纸，
现已发展壮大为全国有名、影响较大的烟台
报业集团，成为胶东半岛舆论传媒翘楚，宣
传阵地旗舰；这也是一份在我职业生涯中给
我力量、催我奋进、伴我成长的报纸，可以说
是我人生向导，指点迷津，矫正方向，也是我
良师益友，润物无声，地久天长。

笔者是一九九零年大学毕业后回烟台
参加工作的。也许是前世有约，从工作的第
一天起，我就与《烟台日报》来了电，对上了
眼。当时日报还是四版，每天上班捧着刚刚
印刷出炉散发着淡淡油墨香的报纸，细细品
味每一篇文章，怎么看都是妙笔生花，文采
斐然；怎么读都是赏心悦目，精彩纷呈。那一
个个作者的名字慢慢也就娴熟、亲切、高大
起来，他们的新闻报道和文艺创作就像范文
样板、精品圭臬，无声地引领着我一步步走
上文字写作之路。从懵懵懂懂到心动好奇，
从投稿退稿到变成铅字，在报社众多老师的
指点下，至今已在日报发表稿件近二百篇，
仅一九九八年就发表四十篇。有缘千里来相
会，日报伴我共成长。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在
这八千个日日夜夜，我与日报朝夕相处，形
影不离，如同一对情侣，百年好合同船渡，携
手迎来“珍珠婚”。

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笔者对此深信不

疑。因为社会上许多人是这样看待记者这一
职业的：“走南闯北见识广，特派记者赴前
方，独家报道聚焦点，深入基层挖宝藏；提携
作者推新人，编采一体酿蜜忙，担当敬业讲
奉献，为他人做嫁衣裳。”你看是多么闪亮体
面，光彩照人。常常想什么时候咱也能当上
记者，入上这行，应是怎样的自豪，该是多么
的风光。世间多巧合，偏袒有心人。1994 年

《烟台日报》扩版，招收夜班编辑，这可是个
千截难逢的机会，经过严格的笔试、面试，笔
者幸运地被录用，实习期三个月，主要负责
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的编辑工作，别人下班，
我们上班，一般要到午夜十二点，主要是等
新华社稿件。不尝桃李不知味，编辑工作不
寻常，原来编辑必须是个多面手，十八般武
艺都得用上，才有可能为读者献上美味可口
的精神大餐，都云编者痴，谁解其中味。

如果说达·芬奇画画是从画蛋开始，那
么，我的编辑生涯是从划版做起。林宁主任
手把手地教，原来，划版里面有那么大的学
问，如同裁缝裁衣裳，建筑师造房屋，要成为
能工巧匠，可不是一日之功，里面蕴藏的技
术含量大着呢。当然划版只是其中的一道工
序，那么多的稿件用哪个不用哪个，图片用
哪张，作为编辑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重
要稿件不得遗漏；同时由于版面所限，还得

学会在文字上压缩裁减，重新编排。另外，作
为编辑还要学会做题，通稿的题目如果不重
新做，往往索然寡味，抓不住眼球，而新制作
的题目就别有一番洞天了，如“打虎‘令’出、

‘计划’泡汤”，“擎旗红似火、一展报春来”
（鲍春来在多哈亚运会上为中国旗手），就让
人眼前一靓，耳目一新。经过多年探索，笔者
在做题上也有了不少长进，如发表在烟台日
报上的《莫把奖励当福利》、《批评不可心太
软》、《常回头看看》、《小确幸积聚大幸福》、

《让“头回客”变“回头客”》等得到了大家的
好评，这还得感谢报社的栽培。

由于工作调动，实习一个多月后我离开
了日报，告别了与我朝夕相处的夜班兄弟
们，魂断记者梦，心中徒伤悲，好在情谊在，
后会定有期。但报社永远是我的娘家人，不
管身处何方，都在我心里。

如果说政治是报纸的灵魂，那么评论就
是报纸的旗帜，《烟台日报》非常重视评论在
舆论宣传中的导向作用。笔者认识的王永福
总编就以评论见长，他是个杂文家，不仅亲
自上阵撰写，还策划设置了好多栏目，给大
家搭建了一个激浊扬清、耍刀论剑的舞台。
笔者向来对评论感兴趣，自然也就成了这些
栏目的常客。多年来，经常在焦辰龙老师主
持的《烟台山下》纳凉，在王福生老师主持的

《今日快语》聊天，在李凤老师主持的《半
岛》、《求索》畅谈，每次作客都像喝了一杯纯
正的陈酿，沁人心脾，酣畅淋漓；又宛如饮上
一碗浓浓的普洱，甘甜气爽，余味悠悠。这都
成了我人生欢乐谷，精神伊甸园。

1998 年，烟台日报社举办了首届文学
奖，设散文、诗歌、言论三个大项。娘家人有喜
事，我自然要捧场，当时言论类统稿负责人是
焦辰龙老师，在他的精心指导下，笔者撰写的

《隐名、显名、成名》获言论类一等奖，在烟台
发电厂举行的颁奖会上，我代表获奖作者发
言，王永福总编给我颁发的证书至今还放在
我抽屉里，鞭策激励我在文字写作的道路上
笔耕不辍，永不懈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多年来，报社秉持开门办报，面向社会，
面向基层，面向大众，传播普及新闻知识，培
养挖掘宣传人才，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每
年都要办学习班，由高级编辑记者传授写作
经验，分享心得体会，从而使一批批、一代代
人成为各行各业新闻宣传的主力军。笔者多
次参加报社组织的笔会，赴龙口南山研讨，
到部队靶场练兵，进知名企业座谈。每次一
个主题，大家纷纷撰稿，集中专版发布。期间
有幸与作家萧平老师、民俗学家山曼老师、
散文家王常滨老师面对面，聆听他们的教
诲，感受他们的风范，拜读他们的名作，领略
他们的风采……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就在结束本文的
时候，一股暖流再次涌上心头，一种感动让
我热泪盈眶。就让我用一份真挚的祝福献给
我心爱的《烟台日报》：“七十五华诞，正值好
韶华，肩负新使命，不怕风雨打；传播好声
音，情系千万家，放歌新时代，整装再出发”。
（作者为烟台海关驻港口办事处四级高级主办）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中考志
愿填报流程走完，今天，烟台中考生须到原就读
初中学校打印志愿确认表，明天起全市正式启动
中考录取。

按照市教育局规定，8月6日（即填报志愿
结束后次日），考生须到原就读初中学校打印
志愿确认表，由学生和家长签字后交原初中学
校。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如考生未到校进行志
愿确认，不能参加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志愿必
须由考生本人或家长填报，不得由他人代替。

明天，全市将正式进入中考录取阶段，第一
批次开始录取。具体流程安排已于早前公布，第
一批次为“3+4”本科和中等职业学校职教高考
班，录取时间为8月7日至9日；第二批次为普通
高中，录取时间为8月11日至16日；第三批次为
五年制高职和五年制高师，录取时间为8月17日
至8月25日；第四批次为中等职业学校，录取时
间为8月26日。录取工作由第一批次开始依次
进行，已被录取的考生一律不能参加下一批次录
取，也不得改录。

其中，“3+4”本科、五年制高师最低录取
控制线的划定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五年制高
职按生源和计划数确定最低录取控制线。达
到要求的考生填报志愿后按成绩高低和招生
计划数录取，其中有面试要求的学校只录取面
试合格考生。中等职业学校职教高考班最低
录取控制线为410分，与“3+4”本科不能兼报。

第一批次和第三批次的投档录取原则按
照“志愿优先，分数排序”的原则，按考生志愿
和成绩顺序检索投档院校。投档录取过程中
分数相同的依次比对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化学、政治、历史、地理、生物、信息技术、体育、
物理实验操作、化学实验操作和生物实验操作
的科目分数，优先顺序科目成绩高者优先投档
录取。

第二批次录取时，统招生由教育行政部门
根据招生计划和学生志愿，按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分批次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各县市
区公办普通高中统招生录取工作日程为8月11
日，芝罘区、福山区、莱山区、牟平区、开发区、高
新区录取；8月12-13日，海阳、蓬莱、长岛、莱
州录取；8月14-15日，莱阳、栖霞、龙口、招远
录取；8月16日为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时间。民
办普通高中在招生计划内自主招生，不得招收
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为
进一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惠及群众，由烟
台市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烟台市旅游饭店
协会、烟台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的

“烟台百强门店惠民福利购”活动正式启
动。活动时间从2020年8月16日开始至
2020年10月16日结束，为期两个月，通过
发放消费券提振消费者的消费热情。

通过积极发动优质商户以联合发放优
惠券的方式，进一步让利给消费者，持续增
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提升消费吸引力。“绿
卡指南”作为技术承办方全力保障本次活动
的顺利进行。无论是知名酒店，还是连锁餐

饮、品牌餐饮，又或是休闲娱乐、生活服务商
家均可报名。除了协会推荐，各门店也可

“毛遂自荐”，展示出自己的真功夫的同时，
拿出最大的优惠力度回馈广大市民。“烟台
百强门店惠民福利购”活动报名通道现已正
式开启。可扫描二维码报名或进行网站链
接报名。

自“全民欢购”烟台惠民消费券发放以
来，消费券成了烟台市民持续关注的话题。
截至6月30日24时，“全民欢购”烟台惠民
消费券发放工作正式结束。为期两个月的
消费狂欢，成效显著。来自市商务局的统
计，我市累计投放财政资金3000万元，发放

消费券95.36 万张，累计报名参与人数约
105.8万人，六轮累计核销2390万元，资金
利用率79.66%，带动交易总额1.8亿元，整
体杠杆拉动7.54倍。

消费券的发放，既鼓励了烟台市民出门
消费、享受美好生活，同时也是给企业送来
政策红利，推动烟台服务业全面复苏。惠民
消费券，唤醒了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作为
推动我市经济回暖的举措，发放消费券既能
刺激消费、扩大需求、促进企业复工复产，起
到稳定就业、增加收入的作用，同时也把在
疫情时期被抑制的消费潜能释放出来，让整
个消费市场逐渐“活”起来。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季桂增）昨日，开发
区公布2020年初中一年级招生简章及学区划分办法，被录取学
生8月9日报到。

按照规定，凡在开发区小升初智慧招生平台审核通过的小学
五年级学生均为今年初中一年级招生对象，学生家长应按时到相
应初中报名。开发区教育分局将根据核实的学生信息进行分配，
8月7日将各学校招收学生名单送达相关初中，并通过智慧招生
平台信息推送和手机短信的方式告知家长录取学校及报到时间。

按照规定，8月9日8:00-11:30、14:00-17:00被录取学生
的家长携带学生户口本到录取学校报到。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在
规定时间报到，应于8月9日17:00前与学校联系并说明情况，另
约报到时间。逾期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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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初中学区范围公布

1.东区
（1）第一初级中学学区。嵩山路以东、珠江路（东段）--

长江路（东段）以北区域；长江路（东段）以南、金沙江路（东北
段）—漓江路以东区域。主要包括夹河苑、新港、新世纪公
寓、静海国际公寓、海阔天高、黄山花苑、临海君天下、金沙滩
花园、念慈别墅、霞光小区、海滨花园、黄海别墅、海韵花园、
晨光、旭日、佰和数码、丹阳、香山花园、阳光花园、金东、金域
河畔、金东世纪、黄钢家属楼、银芝、海鹰大厦、天一大厦、天
一苑小区、泰山名座、华明公寓、海澜花园、华电、银海花苑、
银河怡海、金胜等居民区及周边区域。

（2）第二初级中学学区。嵩山路、衡山路（北段）以西，金
沙江路（西段）--长江路（西段）以北区域。主要包括金城、天
地景苑、正大公寓、怡景天地、天地一品、凤台、文苑、中海城
市广场、昆仑国际、东方国际、科信大厦、三和星海、星海、黄
海、万泰海公馆、静海、海琴湾、宁海、星海湾、国奥天地、碧海
云天、蔚蓝海岸、海鑫花园、广源天际、碧海绿洲、怡海翠庭、
静海苑、海滨假日花园等居民区及周边区域。

（3）第四初级中学学区。衡山路以东、五指山路以西，珠
江路以南区域。主要包括东星、金光、融科林语、万行中心、
紫薇台、林语逸景、福莱商城、金鑫家园、福鑫家园、鑫台、鑫
发、鑫兴、刘家台子等居民区及周边区域。

（4）第六初级中学学区。衡山路以西、天山路以东，嘉陵
江路以南区域；衡山路以西、甬江二支路以东，嘉陵江路以
北、金沙江路以南区域；凤台山南、东、北三侧居民区及周边
区域。主要包括科技村、山水名园、翠园芳邻、香格里拉、华
明凤台山庄、福东小区、天颐郦城、栖里凤台山庄、海信天山
郡、花溪径、舒家村、上居和园、舒馨家苑、衡悦广场、万达华
府等居民区及周边区域。

（5）实验中学学区（共分两个校区）。
本校区。天山路以西、金沙江路以南、奇山路以东区域；

金沙江路以南、嘉陵江路以北、甬江二支路以西、天山路以东
区域。主要包括奇章、佰和悦府、蜜橙、香橙、中粮朗云、海天
花园、海信慧园东区、海信慧园西区、月光兰庭、学府西苑、学
府佳苑、立雪佳苑、富饶世家等居民区及周边区域。

说明:由于该区域学生数量已经超出实验中学本校区招
生能力，严格按照《登记信息核验材料说明》（附件）中的7类
进行排序，结果如下：一是第一、二、三、四、五类别的学生可
以进入实验中学本校区就读，二是第六、七类别的学生统一
调整到实验中学西校区就读。

西校区（第七初级中学）。奇山路以西、金沙江路（西
段）—长江路（西段）以南区域；主要包括依云小镇、澎湖山
庄、嵛景华城、福锦小区、海天景苑等居民区及周边区域。

2.西区
第三初级中学古现校区（第八初级中学）学区为原古现

街道办事处辖区、第三初级中学学区为原八角街道办事处辖
区、第五初级中学学区为大季家街道办事处辖区、潮水中学
为潮水镇辖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实习生 杨汇林 通讯员 莫言）7月30日，首批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座谈会在我市召开，我市作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就工作推进情况和
经验做法进行典型发言。近年来，我市以创建首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坚持规
范化管理、常态化创建，在全市深入开展了食品安全“三年提升行动”，做到“标准不降低、要
求不放松、力度不减弱”，持续巩固、深化、提升创建成果，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创建水平。

“百强门店惠民福利购”活动启动

食品安全监管，我市坚持高点定位、高
层推动，全方位凝聚工作合力。市委、市政
府分别制订了《市委常委会委员食品安全工
作责任清单》和《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食品
安全工作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领导责
任。对市食安委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由市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主任，制订了食安委
工作规则、食安办工作细则，对成员单位工
作职能进行细化明确。

加强统筹规划。2017年开始，我市在
全市启动实施食品安全“三年提升行动”，持
续巩固提升创建水平。2019年，着眼于构

建具有烟台特色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市
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加
强“食安烟台”建设的意见》，结合上级部署
要求提出更高任务目标，明确了8个方面32
项重点工作，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全市食品安
全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同时，加强督导落
实。市委、市政府每年都将食品安全重点事
项纳入全市“三重”工作、政府工作报告、为
民服务实事等予以定期调度，市纪委监委连
续两年将食品安全列为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专项整治的重点内容，有力推动了各项
工作顺利开展。

高点定位凝聚工作合力

完善体制、夯实基础，多举措强化工作
保障。

首先，强化体制保障。我市进一步明
确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要以食
品安全监管作为首要职责，镇街市场监管
所、村级食品安全协管员实现全覆盖。市
县两级全部成立了食品犯罪侦察机构，食
用农产品监管站、村级监管员做到了应设
尽设。探索实施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体制
改革，推动专业执法科室向“一专多能”大
队转变、行业执法向区域执法转变。同时
探索建立专案组制度，从体制机制上为严
格执法、高效执法提供坚实保障。市县两
级财政切实加大经费保障力度，食品检测

量逐年稳步上升。2019年全市食品抽检
计划44043批次，实际完成国家、省、市、县
各级食品抽检49670批次，达到7.1批次/
千人。

今年受疫情影响各项工作经费全面下
调，但食品安全经费得到优先保障，计划全
年完成食品抽检48473批次。投资4亿多
元高标准建设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
心、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餐厨废弃物
处置体系、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全面启
动了“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和食用农产
品快速检测体系建设，在全省率先实现一
级医疗机构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信息化，
食品安全技术支撑能力不断增强。

体制保障夯实监管根基

好等级以上数量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
14.6%。同时，加大示范单位培育力度。在
规模以上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普遍推行良好
生产规范，195 家企业通过了HACCP或
ISO22000 认证。创建“放心肉菜示范超
市”85家、省级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化农贸
市场25家。充分发挥产业聚集优势，培育
了牟平饮料、莱阳速冻食品2个省级生产
加工示范基地，蓬莱葡萄酒示范基地通过
初审。省级食品安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创建实现全覆盖，龙口获评国家级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

在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我市始终把专
项整治和执法办案作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
要手段，建立完善了“三安”联动、行刑衔接
等工作机制，牵头组建了环黄渤海“6+1”执
法协作区，推动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常态化

“联勤、联查、联打”。近年来，通过深入开展
“守护舌尖安全”专项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
合整治、打击食品犯罪“利剑行动”等一系列
活动，查处各类食品违法案件1671起，侦办
犯罪案件13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00
余名，打掉“黑工厂”“黑作坊”“黑窝点”460
余个，涉案价值10亿余元。

打建并举提升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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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划分办法

监管执法，是食品安全保护的最有力手
段之一。

在食品监管方面，我市实施全业态规
范提升。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深
入开展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大力推
动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全市有效使用“三
品一标”企业达到391家、产品704个，创
建省级标准化基地114个，知名农产品企
业产品品牌48个、居全省首位。在食品生

产经营环节，结合上级工作要求和各环节
监管实际，制订了日常监督检查及规范提
升指南，进一步明确生产经营行为规范和
监督检查标准，组织开展对标自查和集中
规范，推动主体责任落实。

全面实施风险分级监管。1721家获
证食品生产企业、37151家食品经营单位
全部实行风险分级监管，3万余家餐饮服务
单位风险等级评定做到应评尽评，其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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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三年提升行动”——

创建食安示范城的“烟台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