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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7日下午，
副市长刘吉忠带领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开展
中秋、国庆食品安全检查。

刘吉忠一行先后到市中
区新华市场、贵诚购物中心超
市、文化路食品药品监管所、市
实验幼儿园和薛城区万达广
场等地检查。每到一处，刘吉
忠都认真听取相关负责同志
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介绍，查
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落实

情况，以及食品加工制作、餐具
清洗消毒和废弃物处理等。

刘吉忠强调，食品安全责
任重大，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将
食品安全监管常态化，按照各
自职责常抓不懈，认真做好节
日期间餐饮食品安全保障工
作，努力营造良好的餐饮安全
消费环境，确保中秋、国庆节
日期间食品安全，让人民群众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记者 宋旭）

确保节日期间食品安全

本报讯 9 月 27 日，中
央综治办一室巡视员田大忠
带领检查组，对我市物流企
业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专项检
查，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
局局长胡斌参加检查。市政
协副主席、市交通运输局局
长张永刚陪同。

田大忠一行先后到滕州
国运物流、申通快递等物流
企业实地检查，详细了解寄
递流程、安全管理等情况。
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
物流安全相关工作的汇报。

我市高度重视物流行业
安全，坚持“把住源头、严
控路面”，推动了物流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全面开展。加强
源头管理，严格落实收寄验
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等
制度；加强行业抽查和路面
查处力度，强化安全监管协
作，形成“齐抓共管、综合
治理”的部门联动执法长效
机制。

田大忠对我市物流安全
管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
要求，要将物流安全管理工
作常态化，严密防范涉及物
流的违法犯罪活动，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防止安全事故
发生，全力为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
环境。 （记者 崔累果）

健全物流企业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本报讯 9 月 26 日，枣
庄市人民政府与农民日报社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
行。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唐园结致辞，副市长霍
媛媛出席并讲话。

唐园结在致辞中说 《农
民日报》 是“党和政府指导
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舆论
工具”，是我国三农领域的主
流媒体。总结和宣传报道各
地三农发展新规律、新经
验，是 《农民日报》 的职责
所在。农民日报社将以最大
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为
枣庄市三农工作提供全方位
的战略支持，服务枣庄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共同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和
谐。

副市长霍媛媛在讲话中
指出，枣庄市2011年被认定
为 国 家 农 村 改 革 试 验 区 ，
2015年被认定为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区、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目前，正在积极创建国
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
区。今天的枣庄，已经站在
新的起点上，迈进厚积薄发、
加速崛起的新阶段。希望通
过加强与农民日报社的合作，
携手开辟合作共进的崭新局
面，开创共赢的美好明天。
（白锋哲 孟德才 枣农宣）

市政府与农民日报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赏鲁风美景，品运河美
食。

9 月 27 日，由市旅服委、
“鲁风运河”品牌联盟秘书
处、市中区政府、台儿庄区政
府 等 联 合 主 办 的 2017 首 届

“鲁风运河”美食节在台儿庄
古城开幕。

“鲁风运河”是京杭大运
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京杭
大运河山东段为主体形成的

“诚信、仁义、包容”为内涵
的鲁风运河文化旅游目的地，
是山东省重点打造的十大文化
旅游目的地品牌之一。

为进一步宣传推广“鲁风
运河”旅游品牌，我市于9月
27 日举办 2017 首届“鲁风运

河”美食节，旨在加快推进枣
庄“鲁风运河”旅游目的地品
牌建设，促进旅游与餐饮文化
融合发展，繁荣联盟城市餐饮
市场，拉动餐饮消费，增强核
心竞争力，提升涉旅企业品牌
影响力，将枣庄打造成“转型
升级和经济文化融合发展高
地”。

开幕仪式结束后，记者走
进台儿庄古城泰山庙广场，扑
面而来的是一缕缕诱人的香
气。运河石头大饼、枣庄辣子
鸡、运河全鱼宴、济宁汤漂鱼
丸、运河大酥鱼、孔府宴、糊
粥、糁、临清什香面、临清八
大碗、东平糟鱼、德州扒鸡、
煎饼卷大葱等运河特色美食，

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
来自市中区的李先生和

爱人一边游古城，一边品味
沿街美食。“我感觉这个活动
太好了，我和爱人本来只是
打算游玩，碰巧赶上这个美
食节，真幸运。这些小吃很
有特色，很是美味，价格又
不贵，边吃边欣赏古城的美
景，太惬意了。马上就放假
了，我打算约上几个朋友一
起再来。”李先生说。

有别于以往美食节以参
观为主，本次美食节采取以
市场化运作的方式，邀请沿
运城市、淮海经济区核心城
市、中国大运河餐饮联盟等
兄弟市参会，并举办马戏狂

欢节、双月闹中秋、民族欢
乐 颂 、 红 色 快 闪 等 系 列 活
动，为游客提供一个交流分
享、放松身心的美食平台，
让游客感受并了解枣庄丰富
的旅游资源和饮食文化。

在市中区分会场的中国·
枣庄辣子鸡美食文化节上，举
办了枣庄辣子鸡产业发展报告
会、酒店大厨烹鸡技术比赛、
家庭主妇炒辣子鸡表演赛、百
姓免费品尝辣子鸡美食、鸡民
俗文化漫画精品展、辣子鸡绿
色放心食材博览会等活动，提
升了枣庄辣子鸡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本次美食节还借助枣庄电
视台 《食尚》 节目，通过专

家、媒体、微博大咖等对我市
精品美食企业的点评，推出美
食探秘旅游线路，以旅游带动
餐饮、餐饮推动旅游的形式，
将星级饭店、枣庄老字号、非
物质文化遗产单位列入旅游线
路中。

“鲁风运河”美食节通过
美食让游客找到心灵的栖居
地，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悟生
命的真实。本届美食节为期12
天，将举办美食展、运河美食
与旅游融合发展报告会、中
国·枣庄辣子鸡美食文化节及
台儿庄古城“大运河非遗文化
巡展”等六大主题活动，为游
客开启了一场“舌尖上”的运
河盛宴。

“舌尖上”的运河盛宴
——2017首届“鲁风运河”美食节侧记

本报记者 刘振江 李欣

本报讯 9 月 28 日，枣
庄市首届网络文化节开幕式
暨“鲁风运河·生态枣庄”全
国网络媒体枣庄行活动在互
联网小镇举行。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李爱杰出席并讲
话，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
主任董志强出席。

李爱杰要求，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网络
文化节，分工负责、密切配
合，确保各项活动落到实
处。要积极探索网络文化活
动的长效机制，推进我市优
秀文化资源数字化、网络化
发展，打造具有枣庄特色的
网络文化品牌。各级媒体要
加强网络文化节的宣传工
作，讲好枣庄故事、传播枣
庄好声音、展示枣庄好形
象，不断扩大网络文化节影
响力。要充分发挥网民在网
络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引导他们自觉抵制网上低俗

信息，倡导积极健康有益的
网络表达和文明互动，共同
建设文明诚信、安全有序的
网络空间，画出网上网下

“同心圆”，为建设自然生态
宜居宜业新枣庄汇聚强大的
网络正能量。

据了解，首届网络文化
节将围绕“大美枣庄”这一
主题，以“讴歌伟大时代、
展示发展成就、传播先进文
化、书写美好生活、评选优
秀作品”为主线，历时 3 个
月时间，通过开展10项系列
网络文化活动，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
彰显主流价值，发出主流声
音，用积极健康、向上向善
的文化内容占领互联网阵
地，使互联网真正成为人民
群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为迎
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营造
良 好 的 网 络 舆 论 氛 围 。

（记者 张运永）

市首届网络文化节暨
全国网络媒体枣庄行活动启动

昨日，我市首届网络文
化节开幕式暨“鲁风运河·生
态枣庄”全国网络媒体枣庄
行活动举行，这是我市贯彻
落实省、市第十一次党代会
精神，推进我市网络文化建
设和管理的一项具有创新意
义的重要举措，是全市网民
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
是我市文化产业和互联网深
度融合成果的全面展示，是
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全面对
接的积极探索，必将开启我
市网络文化建设的新征程。

躬逢盛事，必当有为。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正确
舆 论 导 向 ， 主 动 顺 应 网 络

化、信息化潮流，积极推动
网络媒体发展，构建健康向
上的网络环境，为助推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首届网络文化节，围绕

“大美枣庄”这一主题，以
“讴歌伟大时代、展示发展成
就、传播先进文化、书写美
好生活、评选优秀作品”为
主线，通过开展系列网络文
化活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彰显主
流价值，发出主流声音，用
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文化
内容占领互联网阵地，使互
联网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共同
的精神家园，为迎接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营造良好的网
络舆论氛围。

放眼未来，风正帆悬。
当今时代，网络文化正在深
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作为
我市经济转型升级总牵手的
新旧动能转换这一全局性工
程，无论是固本出新，还是
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都离
不开新技术、新理念。作为
新兴产业最前沿的互联网，
是引领新经济的基础平台，
也是紧跟时代步伐的创新策
源地。根植我市丰富的文化
资源，网络空间不仅会孕育
出一大批优秀的网络文化产
品，也会为经济转型升级贡

献丰富的创新因子，提供源
源不断地创新智慧。根据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6年
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30254
亿元，首次突破 3 万亿元，占
GDP 的 比 重 从 2012 年 的
3.48%提高到4.07%，文化产业
正向着 2020 年成为国民经济
支柱性产业的目标迈进。我
市正在实施的打造智慧城市、
弯道超车的经济转型升级战
略，将给网络文化的大发展提
供重大历史性机遇，我市的网
络文化事业必将迎来全面发
展的春天。

成风化人，凝心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

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
园 ， 我 们 要 本 着 对 社 会 负
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
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
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
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
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
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
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
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
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
网络空间。全市各级要牢记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播
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以饱
满的激情和干劲建设自然生
态宜居宜业的新枣庄！

开启网络文化建设新征程
本报评论员

（上接A1版） 指导宗教活动场
所加强自我管理和民主管理，
通 过 开 展 宗 教 政 策 法 规 学 习
月、和谐宗教活动场所创建等
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宗教场
所规范化管理水平，确保宗教
活动规范有序。

宗教工作法治化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正确
处理新形势下宗教方面各种矛盾
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坚持保护合
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
渗透、打击犯罪的宗教工作基本
原则，切实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
益，着力解决宗教领域存在的突
出问题。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

则，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
透活动。依法治理基督教私设聚
会点，规范基督教活动。开展佛
道教领域“商业化”专项治理，
对乱建庙宇、滥塑宗教造像、假
僧假道等违法违规现象进行集中
整治。严厉打击宗教领域违法犯
罪活动，不允许有法外之人、法
外之地、法外之教。通过解决突
出问题，推动党的宗教工作方针
政策和法律法规落地生根，取得
实效。进一步提高宗教工作法治
化水平，促进宗教关系和谐，维
护宗教领域稳定，不断开创宗教
工作新局面，以宗教工作新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上接A1版）新上投资 2000
余万元金宗新能源沼气发电
项目、投资 8000 万元的大
宗生物公司 10 万吨变性淀
粉生产线项目、投资 2 亿元
的大宗生物公司 40 万吨淀
粉生产线技改项目、投资
1.2 亿元大宗集团年产 80 万
吨 钝 化 石 灰 项 目 、 投 资
5000 余万元 10000 亩大宗
集团元宝枫种植基地项目等
新的项目，正式投产后，可
带动数千人就业，可实现利
税数亿元。

心系群众
做群众的贴心人

“一名基层村官，一名
支部书记，坚持走群众路
线，就是让村民工作好，让
村民吃好、穿好、住好、玩
好，还要管好生、老、病、
死等事，让百姓的幸福指数
快 速 提 升 。” 宗 成 乐 如 是
说。他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
首位，投入 1.8 亿元建成小
康房960套、别墅20套、公寓
楼一幢，全村绿化、硬化率均
达 40％以上。投资 2000 余
万元建设了学校、敬老院、文
化广场、老年活动中心、综合
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村庄
实现了“六通十化”，水、电、

暖、气全部免费，村民合作医
疗费用也由村负担。大宗村
村民高玉平老人感慨地说：

“多亏了宗书记，才让我们过
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我们是
越来越幸福了，好日子还在
后头呢。”

为进一步提升村民素
质，宗成乐结合实际，制订了

《大宗村规范化管理公约》、
《大宗村文明公约》，相继组
织开展了“好媳妇”“好婆婆”

“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
“优秀职工”等评选活动，每
年举办两次集体婚礼，定期
举办村民体育运动会、元宵
节灯展和春节游艺大拜年等
活动，满足了村民求知求乐
求美的愿望。

乡村致富带头人

人
人
都
是
文
明
志
愿
者

人
人
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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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永兴汽车修理厂始建于 1993 年，是枣
庄地区最大的汽车维修企业，中国一汽授权的枣庄
市中区唯一特约维修服务中心。专业维修一汽奥
迪、一汽丰田、一汽大众、一汽马自达、一汽轿
车。BBA 奔驰宝马奥迪专业连锁，同时也是枣庄
地区唯一一家汽车空调维修点。

为答谢新老客户的支持和厚爱，同时为庆
祝国庆中秋两大节日的到来，枣庄市永兴汽车
修理厂，自 10 月 1 号——10 月 31 号举行国庆中
秋大放价活动。

国庆中秋大放价！
是时候答谢新老客户了！
永兴汽修早就想到了各位车主换季保养的需

求，这不，马上“雪中送炭”来了，相当应景的推
出了各项优惠福利，想要保养的车主不用等太久。

换季保养免收工时费。
换防冻液免工时费，防冻液7折优惠。

免费办理会员卡。
免费清洗发动机及机舱
免费洗车
免费全车37项检查检测，建立汽车维修档案
免费38项空调检查检测
免费给爱车杀菌。
活动期间，所有进场车辆赠送玻璃水1瓶，更

有其他精美礼物。
活动多多，惊喜多多，枣庄市永兴汽车修理厂

期盼您的光临。
活动期间10.1——10.31日，礼品有限先到先

得，心动就行动吧。
地址：枣庄市市中区建设北路29号，枣庄经

济学校北临。
联系电话：0632-3162333 13012660715

15063223333
微信13012660715

枣庄永兴汽车修理厂
感恩回馈新老客户

金牌培训机构冠名商家风采 广告

营养学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没有
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合理的膳食。揭开饮
食中的6种黄金比例，让你做一个聪明的吃
货。

1.早中晚 （3:4:3）。俗话说，“早上吃
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尽管每个人的
总量可能有差异，但比例分配可参考 3:4:
3，即一般来说，早、中、晚餐的能量分别
占总能量的30%、40%、30%。

早餐吃够 30%，是因为身体刚刚睡
醒，食欲不高，消化能力处于“预热状
态”，但要保证营养，以提供上午工作学习
所需的能量。最好的早餐搭配是淀粉类食
物、优质蛋白质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和
维生素C的果蔬、坚果都要有。午饭可以适
量多吃一些，因为白天人们活动较多，能
量消耗较大。晚餐少吃则是因为晚餐后人
们活动相对较少，能量需求少，吃7分饱也
有利于睡眠。值得提醒的是，这是一日三
餐的能量比例，而不是数量比例。当然，
这个比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根据不同
的能量需求适当调整，如晚上要加班的人
晚餐可适当多吃。

2.鱼肉蛋（2:2:1）。同是肉类，给人体
带来的影响也有差异。美国一项最新研究
成果显示，多吃鱼会让人的大脑容量更
大，从而可以对认知障碍症等疾病起到更
好的预防作用。另一项大型权威调查则显
示，长期大量食用红肉，会增加因心脏病
和癌症导致的死亡风险，膳食中白肉含量
多的人，死亡风险低。按照中国营养学会
的建议，每人每天应摄入 120～200 克鱼、
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大体比例可参

考鱼肉蛋搭配比2：2：1，并注意长期遵循
膳食宝塔的各层各类食物的大体比例。可
能大部分家庭做不到每天都吃鱼肉，可以
改成每周吃2～3次鱼，每次150～200克。
平时，应尽量多吃白肉 （如禽肉及鱼肉），
少吃红肉 （如猪、牛、羊肉等），牛羊肉可
以每周吃一次，肉类尽量安排在早餐或中
餐吃。此外，正常人每天最好吃一个鸡
蛋。血脂异常或肥胖的人，建议每周吃2～
4个鸡蛋。

鸡蛋最健康的吃法是煮着吃，最好在
早上或中午吃，这样可以避免晚上摄入过
多胆固醇。

3.荤素（1:4）。很多人只爱吃鸡鸭鱼肉
等荤菜，虽然这些动物性脂肪含有丰富的
蛋白质，吃起来美味，但超量摄入会增加
肝肾负担，导致尿酸升高、痛风、肥胖、
心脑血管等疾病。而蔬菜、蘑菇等素菜，
则能为人体补充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某些水
溶性维生素，改变荤菜饱和脂肪酸与胆固
醇过高的缺陷。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建
议，每天应吃 300~500g 克蔬菜，120～
200 克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因
此，全天菜品的荤素比，大致可按照 1：3
或 1：4 来安排。比如，一顿饭做 4 道菜，
可以做一个肉菜，一个豆腐和两个素菜。
吃的时候，最好吃一口肉，再吃三口素菜。

餐桌上有6大“黄金比例”(一）

（上接 A1 版） 恪 守 服 务 宗
旨，提高医德医术，为全市
人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卫生与
健康服务。

围绕做好全市卫生与健
康工作，李峰提出了五个方面
的要求。一要着力凝聚健康
枣庄共识。各级各部门要自
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坚持问题导

向，补齐工作短板，全面提升
健康枣庄建设水平，决不让任
何一个群众在全面健康、全面
小康进程中掉队。二要着力
优化健康服务。着眼于提高
全民健康素养，坚持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不断提升医疗
服务能力、公共卫生服务水

平、中医药服务层次和重点人
群健康素质，努力让老百姓少
得病、不得病。三要着力完善
健康保障。坚决打破部门利
益的“藩篱”，深化医药流通领
域、医保支付方式、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推进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构建优质高效、低廉便

捷的健康保障体系。四要着
力发展健康产业。立足我市
资源禀赋、产业布局和市场
需求，加快发展健康医疗、
健康养生、智慧健康、健康
运动、健康食品等产业，打
造大健康产业链，助推新旧
动能转换。五要着力建设健

康环境。结合国家卫生城市
和省级文明城市创建，积极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持续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为广大群众提供健康
干 净 、 绿 色 宜 居 的 生 活 环
境。要凝聚健康工作合力，
努力形成共建共享健康枣庄
的良好氛围。

（记者 崔累果）

全市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