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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总局：

不得在烈士陵园等
庄严场所跳广场舞
据国家体育总局网站消息， 体育总局近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
通知》。 通知提出，要严格规范广场舞健身活
动行为， 体育部门要及时化解在广场舞健身
活动中产生的矛盾冲突。 积极引导场地管理
单位制定广场舞健身活动管理规范， 不得在
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广场舞健身活动，
不得因广场舞健身活动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
生上课和居民正常生活。
《通知》指出，目前我国广场舞健身活动
依然存在场地不足、噪音扰民、管理服务不到
位等突出问题， 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健身群
众抢占活动场地的冲突， 成为社会舆论关注

的焦点。 《通知》进一步有效规范广场舞健身
活动，推动广场舞健身活动健康发展，积极发
挥各级体育部门服务全民健身的职能作用。
《通知》明确，要多措并举增加广场舞健
身活动场地供给。 各级体育部门要积极促进
当地人民政府按照配置均衡、规模适当、方便
实用、安全合理、因地制宜的原则，科学规划、
统筹建设广场舞健身活动场地， 多措并举增
加广场舞健身活动场地供给。
扩大增量， 将广场舞健身活动场地建设
纳入城乡“多规合一”，纳入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规划，纳入15分钟体育健身圈，与其他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统筹安排。

盘活存量， 鼓励适合广场舞健身的体育
场地在发挥原有体育功能的前提下， 合理划
分不同健身项目开放时段， 采用分时段办法
向广场舞健身爱好者开放， 有效提高体育场
地利用率； 主动协调政府有关部门， 利用公
园、广场、绿地以及
“
金角银边”等城市空置场
所，为广场舞健身爱好者提供活动场地；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的体育场地向广场舞健身爱好者开放。
体育部门要对辖区内广场舞健身活动场地进
行摸底、登记，并积极推动场地管理单位在场
地平整、适用电源、夜间照明以及其它配套设
中新网
施等方面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青海“雪山一号”隧道建成通车
世界上海拔最高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13日消息，青
海花石峡至久治高速公路当日通车，
标志着世界上已建成的海拔最高的公
路隧道——
—雪山一号隧道建成通车，
其海拔超4400米。
花石峡至久治(即花久)高速公路
是新疆库尔勒经青海省， 通往四川成
都的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大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全长389公里，平均海拔4000
米， 起点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玛多县花石峡镇， 终点在该州久治县
青川省界。
双洞全长9065米的雪山一号隧道
是花久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隧

道处于雪山河谷地带， 土壤为千年冻
土，施工最高海拔达4800多米，年平均
气温零下4摄氏度， 突泥、 涌水时有发
生。
为减少对高原多年冻土的侵扰，花
久公路架设“金隧银桥”避让生态脆弱
区。如在主峰海拔6200多米的阿尼玛卿
雪山下，花久公路海拔第一高桥恰布龙
特大桥的一端连接了“雪山之门”——
—
雪山一号隧道，另一端连接草原。 公路
通车后，从果洛州大武镇开车，只需7个
小时就可以到达成都，到玉树市的路程
将由原来的12个小时以上缩短为6个小
中新网
时，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醉酒开庭”法官
被行政记大过
调离法院系统
8月22日，湖南永州东安县法院在
公开审理一起案件时， 主审法官魏凯
扬醉倒在法庭上导致休庭。 事发后不
久，东安县法院又被网友曝出一份“奇
葩执行裁定书”，文中出现将被执行人
姓名写错等多处错误。
日前，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
这两起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 魏凯扬
被处以行政记大过处分， 提请县人大
常委会免去其职务， 并报请县委同意
调离法院系统； 东安县法院执行局负
责人李洪涛对文书审查把关不严，给
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永州市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的 通
报，8月22日中午， 东安县法院芦洪市
法庭副庭长魏凯扬， 应同学杨某某邀
请，陪同从广州回东安的同学邓某某、
唐某饮酒， 导致下午开庭不能正常进
行而休庭，违反了工作纪律，损害了法
官形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东安县
法院决定对魏凯扬给予行政记大过处
分， 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免去其东安县
法院审判员、芦洪市法庭副庭长职务，
报请县委同意调离法院系统。
而在“法官醉酒致休庭”这起事件

之后， 东安县人民法院再被曝出一份
“奇葩裁定书”。 11月7日，有网友上传
了 一 份 东 安 县 法 院 案 号 为 (2016) 湘
1122执678号的执行裁定书， 其中被执
行人“彭志杰”、“严洁”的名字，在文中
出现了“彭志洁”、“严杰”的写法，性别
“女”写成“吕”，“东安县”写成“东这
县”。
在11月11日晚的通报中， 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公布了此事的调查处
理结果。 经过调查，东安县法院执行局
负责人李洪涛， 在担任刘某某与彭某
某、 严某借款纠纷执行案的审判长过
程中，文书审查把关不严，导致执行裁
定书出现7处错误。 李洪涛对工作严重
不负责任，经东安县纪委研究决定，给
予李洪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经东安
县法院研究决定， 对裁判文书负有校
对责任的滕继延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 东安
县法院接连发生工作严重差错和违纪
的人与事， 暴露出管理不严、 监督不
力、纪律作风松懈，教训十分深刻，向
社会各界诚恳致歉，并将举一反三，认
凤凰网
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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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文
严禁中小学
从学校食堂盈利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北
京市发布 《北京市中小学校食堂管理办法 (试
行)》，《办法》规定，严禁学校以任何方式从学校食
堂盈利，每餐次的食品成品必须留样。
《办法》规定，学校食堂管理坚持公益性原
则。 按照学校食堂
“
非营利”要求，加大政府投入，
制定落实优惠政策， 降低学校食堂运行成本，严
禁学校以任何方式从学校食堂盈利。 同时，坚持
自愿性原则，尊重学生、家长就餐意愿，原则上寄
宿制学校所有寄宿生应在学校食堂就餐，走读生
遵循自愿原则就餐。
经营管理方面，《办法》明确，食堂原则上由
学校自主经营，统一管理。 对于学生规模较大、就
餐学生多、不具备自营能力的学校食堂，可在各
区教委指导下，通过公开竞争择优方式委托有实
力、声誉好的社会餐饮企业，实行不带资、控制总
利润的托管服务，学校食堂实行“零租赁”，并报
各区教委备案。
《办法》表示，学校食堂应配备专用的食品留
样专柜(冰箱)，有专人负责留样管理。 每餐次的食
品成品必须留样， 每个品种留样量不少于100
克，并记录留样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时间、留
样人、审核人员等，按品种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
后的密闭留样专柜(冰箱)内,在冷藏条件下保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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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以上。

今世缘首届
销售技能大赛
在淮安圆满落幕

近日， 淮安营销中心举办了今世缘
酒业首届销售技能大赛淮安分赛活动，
淮安分赛活动的顺利举办为今世缘首届
销售技能大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公司
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严汉忠，副总经理
羊栋，南京营销中心经理陈玖全，盐城营
销中心经理周永和， 以及公司后方部门
代表作为特邀评委出席了此次活动。
本次销售技能大赛由淮安9大办事
处及7个直销团购小组，共计16支参赛队
伍参与。 竞赛分为团队集体展示、“缘来
有礼”案例展示、活动开场白展示、现场
问答等四个环节开展。 此次活动前期准
备充分、现场组织有序、过程精彩纷呈，
是一场全员主动参与、 人人得到锻炼的
圆满竞赛， 活动取得了较好效果也达到
了预期目标。
严汉忠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现场点
评，充分肯定了参赛选手的精彩表现。 他
说， 参赛选手准备充分， 对公司品牌文
化、及相关产品熟记于心。 总的来说，销
售队伍的年轻同志表现超乎想象， 既有
理论也有实践， 我们的老同志也没有过
时，新老业务员搭班“同台唱戏”而且唱
得有声有色，是淮安市场的一道风景线。
但是，在正视成绩的同时也要关注不足，
总结起来仍有两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提
升，一是宣传方式要进一步提升。 在市场
上，面对消费者，需要通过消费者的口碑
来传播文化、品牌，通过消费者推荐今世
缘的产品给更多的潜在客户。 二是工作
方式要更加用心。 实战的要求比技能大
赛的要求更高， 我们的工作方式要更具
针对性、更到位、更能体现实际需求。
羊栋肯定了营销中心对竞赛活动的
重视。 他说，团队展示有气魄、有干劲、能
量十足， 品鉴会演说把握到位， 有感染
力。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品鉴会演讲
中，对缘文化、酒文化在情景中的结合不
多；二是个别团队展示的案例不够丰富，
说明缘来有礼活动开展的场次不多，收
集的资料不全； 三是品鉴会演示没能抓
住重点，对产品介绍不多，目标群体把握
不够准确。 羊总还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
营销中心要注重团队打造， 做好业务员
的技能实操提升； 业务人员要重视自我
能力的提升和学习； 二是销售部要将业
务技能竞赛转化为长期的业务技能考
核，设计品鉴会演说、缘来有礼演说、渠
道三化建设等工作的标准件供市场学
习； 三是淮安营销中心要以此活动为契
机，将类似的活动常态化，让每位业务人
员都能切实得到锻炼和提高。
此次竞赛很好地展示了淮安销售团
队的精神风貌， 体现了淮安销售团队的
整体实力， 用实力证明了淮安销售团队
是一支“业务能力强、整体素质高、成长
潜力大、 学习氛围浓” 的全能型销售队
伍。 这样的队伍可以胜任任何具有挑战
的工作， 这样的队伍也一定能够不断创
（孙凯峰）
造新的业绩和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