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鸿雨）4月 15日，记
者从石龙区卫生监督所获悉，连日来，该
所严格按照创卫标准，对辖区 78 家“五
小”行业（小美容美发厅、小旅馆、小网
吧、小浴室、小歌舞厅）及生活饮用水卫
生等进行专项规范整治，其中4家公共场
所被处罚，正在停业关门整改。

该所召集全区78家“五小”行业负责
人和该所全体监督员举行了迎接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动员暨培训会，会上再次明
确：公共场所必须办有《卫生许可证》，从
业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证明，卫生档案
必须记录完整，公示牌和卫生制度必须
上墙，消毒设施和排风扇必须正常使用，

“三防”设施齐全。为确保会议精神得到
有效落实，该所加强宣传，印制了1000张
宣传海报和 5000 多张食品安全手册；由
政府出资 25000 元为公共场所制定了公
示牌、卫生制度、检测报告、卫生档案，并
逐一向居民、商户发放，广泛宣传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增强商家和消费者的法律
意识。此外，该所加大检查力度，连日来
对“五小”行业逐户登记巡查，重点检查
从业人员健康证、《卫生许可证》以及经
营环境卫生等情况。经检查，数家美发
店存在工作人员健康证过期、无消毒柜
或消毒柜不开启、毛巾消毒不彻底等问
题，该所工作人员立即对相关负责人进

行宣传教育，督促其尽快整改完善。同
时，该所强化管理，对商户分片包干，要
求包片人员每天坚持巡查，对新增“五
小”行业商户全程跟踪监督指导，一旦发
现问题，督促百分百整改，对整改不到位
的零容忍，该处罚就处罚，该关闭就关
闭，确保监管不留死角。另外，该所还督
促供水单位强化水质检测和经营管理，
加大非法行医打击力度。

“部分‘五小’行业位置偏远，管理
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我们会加大宣传和
检查力度，努力为石龙区人民创造一个
优良的生活环境。”该区卫计委主任郭
改丽说。

举行培训会议 印制宣传海报 督促整改完善

石龙区加大“五小”行业规范整治力度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4月是第 30个
爱国卫生月。4月 11日，湛河区环卫局开
展了以“集中清洁”为主题的爱国卫生月
宣教活动，并组织开展了环境卫生大整治
活动，动员全体干部职工、辖区群众积极
参与环境整治和管理，为迎接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营造良好氛围，进一步助力全市

“四城联创”工作。
当天，该局工作人员在辖区主要道路

悬挂主题宣传标语和条幅，积极展开宣
传，引导市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好

垃圾分类，杜绝随手乱扔垃圾的恶习，自
觉爱护环境、保护环境。

据介绍，此次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
将持续一个月。该区将组织保洁员并
出动机械设备，对市区主干道以及背街
小巷展开大清扫，对交通隔离防护栏、
果 皮 箱 、公 厕 外 墙 小 广 告 进 行 集 中 清
洗和清理，按照“大清洗靠机械，细致化
靠人工”的作业模式，机械与人工密切
配合，使城区环境卫生质量在短时间内
得到明显改善。

在做好凌晨普扫的同时，该区环卫局
将组织清扫车辆分别在早晨、晚上再清扫
一次。同时，加强日常保洁力量，加大日
常保洁频率，严格做到“全覆盖、全时段、
无缝隙”清扫保洁。各清扫业务队分别对
卫生死角、难清扫路段等进行集中大清
理；做好生活垃圾清运工作，确保生活垃
圾日产日清，及时清除城区出入口、城乡
接合部卫生死角，保证城区大环境的整
洁；加强环卫设备维护，对环卫作业车辆、
果皮箱、公厕、垃圾中转站等环卫设备设

施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已经丧失功能的
予以更换，对破损、缺失、脏乱的及时修
复、清洗等。

由于春季气候干燥，风沙大，该区还
重点开展除尘降尘工作，根据车辆情况、
道路等级、道路灰尘量合理调整车辆、人
员，使用高压冲洗车、洗扫车对主次干
道、人行道、交通节点等进行全面冲洗、
清扫，采取雾炮车、高压水枪冲洗以及喷
洒药物等多种措施减少杨柳絮对空气质
量的影响。

启动爱国卫生月活动 助力“四城联创”工作

湛河区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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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更名为平顶山银行。十年峥嵘岁月，十年铿锵前

行，铸就金融砥柱。平顶山银行已成长为支持地方经济建

设的金融主力军和“金融豫军”的有生力量；10年累计纳税

23亿元，成为平顶山市名列前茅的纳税大户和唯一进入全

省“纳税双百强”的金融机构，获得“全国银行业文明规范

服务示范单位”“河南省服务名牌”等荣誉称号。

为了庆贺平顶山银行挂牌开业十周年，丰富鹰城市民

文化、金融生活，平顶山银行与平顶山日报社特举办此次

征文大赛。

一、主办单位
平顶山银行 平顶山日报社

二、参赛作品要求
1. 参赛作品体裁不限（诗歌除外），字数要求800-

1200字。
2.参赛作品内容：反映平顶山银行企业文化、金

融服务、金融产品带给自己的感受。
3.所有参赛文章为原创作品，作者地域不受限

制。
4.参赛作品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作者资料，包括

姓名、详细通信地址、联系电话等。
三、投稿日期

即日起至6月 30日
征文传至 pdswbzk@163.com

四、评选及颁奖日期
7月中旬

五、征文刊登
1. 择优刊登在平顶山晚报市区新闻版面。
2. 不定期集中刊发于平顶山微报。
3. 平顶山新闻网、大河网、中新网次日转发晚报

刊登征文。
六、大赛奖项

一等奖：1名，奖励现金1000元；
二等奖：6名，各奖现金500元；
三等奖：10名，各奖现金200元。
颁发证书、奖金。

征稿启事

本报讯（记者吴玉山）4 月 11
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成
专家组，对“四城联创”食品安全
工作情况进行模拟评估，持续加
大整治力度，确保存在的问题整
改到位。

“四城联创”工作开展以来，市
食药监局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局长
为指挥长、班子成员为副指挥长的
创建指挥部，下设食品生产经营督
查、餐饮督查、稽查执法、技术评估
和宣传报道 5个专项工作小组，细
化工作任务，定人、定岗、定责。建
立日督查通报制度，确保督查发现
问题整改不过夜。组织各区执法

人员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集中开
展专项整治，扎实做好“小餐饮店、
小食品店”的整顿规范工作，解决
一批安全隐患大、群众反映强烈的
区域性、行业性食品安全问题。

专家组对佳田大酒店、新华区
晶珠餐饮一条街、市育才幼儿园等
22家单位的食品安全、卫生情况进
行检查评估。评估组按照创卫检
查标准，实地查看了整改进度，对
考核项目逐项评估打分。通过预
评估，有 10 家门店被责令停业整
改。对存在超范围经营、内外环境
较差问题的 6家单位，要求限期整
改到位。

市食药监局对食品安全工作
进行模拟评估

本报讯（记者毛玺玺 通讯员
赵文婷 张勇豪）“阿姨好，请您自
觉养成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摒弃
随地吐痰、乱扔杂物等不良习惯。”
4月 14日，在新华区曙光街街道主
要道路上，创卫小志愿者们正一边
捡拾垃圾一边向过往路人进行创
卫宣传。

据了解，当天，该街道组织社
区党员志愿者和辖区小学少先队
员们共同开展“大手牵小手，创卫
齐参与”主题活动，组织小志愿者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文明劝导。

“这次活动目的是通过引导在
校学生积极参与到创卫的监督和
劝导中，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文
明、和谐的创卫环境，并通过学生
带动家庭、学校影响社会，形成共
参与共创建的氛围。”该街道办事
处主任康晓娜告诉记者。

此外，该街道积极号召辖区中
小学和幼儿园利用国旗下讲话、宣
传栏、学生家长群、校信通等渠道
进行创卫宣传。同时，主动联合辖
区工商、食药等职能部门对中小学
和幼儿园及周边区域开展饮食安
全大排查、玩具安全大排查，及时
更换校园及周边健康教育栏，使校
园内外处处充满创卫气氛，促进创
卫工作顺利开展。

该街道分包单位和村（社区）
“两委”干部还实地向临街商铺及
群众派发“文明创建倡议书”等宣
传单，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其中。同
时，组织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点开
展卫生大清洁。

“看着干净整洁的街道，想着
这其中有自己和孩子的一份功劳，
心里觉得特别高兴。”一名小志愿
者的父母说。

曙光街街道开展“小手牵大手
创卫齐参与”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四
城联创’好啊，你看俺这个院，原
来堆了可多杂物、垃圾，现在全都
清理了，道路、市场也干净整洁了
很多。”卫东区东安路街道东苑社
区居民王佐臣高兴地说。为进一
步推进“四城联创”工作，提升居
民生活环境，4 月 13 日下午，东安
路街道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联合

“大工委”成员单位冒雨开展重点
整治工作。

“四城联创”工作开展以来，东
安路街道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
积极迅速，紧紧围绕创建标准开展
了一系列工作。

该街道利用 4 个社区电子屏
滚动播放宣传视频，在辖区主次
干道、花园广场张贴宣传标语口
号，对健康教育宣传版面进行更
新，为“四城联创”工作的稳步推
进营造浓厚氛围。多次召开“四
城联创”工作推进会，制定工作方
案，明确责任分包，同时加大对辖

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农贸市
场、社区庭院等区域的卫生状况
排查力度，加大对占道经营、乱停
乱放等行为的整治力度。街道党
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每天带队全
面细致排查、督促、指导，高标准严
要求，突出问题整改，确保落实到
位。积极与“大工委”成员单位沟
通，引导企事业单位参与到“四城
联创”工作中来，对单位、企业驻地
和家属院内及周边开展集中卫生
整治，通过打扫庭院卫生、清理楼
道杂物、粉刷墙体等方式改善居民
生活环境。截至目前，各成员单位
共计出动100余人，制作展板30余
块，粉刷墙体、围栏约3000平方米，
清理垃圾1吨多。

“今后，我们将以为民服务为
宗旨，紧紧围绕全区‘建设宜居城
区’目标，不折不扣、保质保量完成
创建任务，为全区‘四城联创’工作
贡献力量。”该街道党工委书记常
姣峰说。

营造氛围 周密部署 共建共创

东安路街道“大工委”联动提升生活环境

本报讯 （记者韩江法 通讯员吕胜
华）4 月 15 日，记者在新华区胜利街农贸
市场看到，有人在打扫卫生，有人在清理
垃圾，还有人在喷洒消毒剂。这是市市场
发展服务中心胜利街市场管理所工作人
员牺牲休息时间，在对市场环境卫生进行
整治。

据介绍，我市开展“四城联创”以来，
胜利街市场管理所认真排查发现问题，并
积极进行整改。市场管理人员每天汇报
当天解决的问题，人手一个倒排工期表。
市场 24 小时都有值班人员，负责清理打
扫卫生。

该所投资近 6 万元对市场环境卫生
进行治理。增加垃圾容器 50 余个，对市
场东大门进行修复，制作了醒目的市场
标志；制作 6 块卫生健康教育宣传栏；对
市场公厕进行改造，新设毒饵洞 27 个；
所里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清理建筑垃圾 5
车；在食品安全方面做到“三防”设施到
位，每周都进行灭蝇灭蚊消杀；对每个店
铺都实行搬家式打扫，不留卫生死角。
此外，针对店外经营、游商游贩问题，工
作人员耐心开展说服劝阻工作，直到商
户听从为止。

胜利街农贸市场
积极整改环境卫生

本报讯 （记者邱爽）4 月 13
日，记者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应
滨街道花山村了解到，该街道在全
村推行网格化卫生责任制，调动
居民创卫积极性，使花山村村容
村貌保持干净整洁。在近期的创
建检查中，各级部门对网格化卫
生责任制这一做法及效果给予了
充分肯定。

下午 3 点多钟，记者由长安大
道花山村入口进入花山村，在村内
主路上不时能看到身着工装的物
业人员在清扫路面。主路两侧田
地无垃圾，房屋周边都很整洁，一
些居民正拿着笤帚等工具在清理
自家门前的垃圾、杂草。

应滨街道办事处主任郝伟说，
花山村目前有 50 多户居民 160 多
人，原来由于保洁不及时，村里脏
乱差，垃圾堆积现象也比较突出。
2016 年起，示范区出资，将村里主
路的清扫保洁工作交由物业公司
负责。今年，应滨街道又在包括花
山村在内的各村中推行网格化卫
生责任制。按责任制的要求，居民
需要对居住房屋周边的卫生环境

负责；村里禁止乱扔垃圾、乱堆乱
放、乱写乱画、私搭乱建。责任制
实行几个月以来，激发了居民群众
参与创卫的积极性，村容村貌得到
了明显改善。

在花山村文化广场，几位老年
人正在散步。今年 79 岁的郭维勇
老人告诉记者，2015年广场建成以
来，村民就有了休闲健身场所。郭
维勇指着身边的健身器材说：“你
看，下午雨一停，保洁人员马上就
对健身器材进行擦拭，让大家方便
使用。村里还安排人员定期检查，
这些器材都能正常使用。”

记者沿村内主路北行，一路
看到道路整洁干净，两侧没有乱
堆乱放、乱扯乱挂等现象。花山
村党支部书记陈富贵说，为了把
网格化卫生责任制落到实处，村
民都是网格员，发现情况及时向
村干部反映，做到及时发现、及时
解决。村里还建立了卫生保洁制
度，除物业工作人员外，村委成员
自觉组成保洁队。同时，加大健
康宣传教育力度，引导村民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

村容村貌得到了明显改善

花山村推行网格化卫生责任制本报讯（记者田秀忠）为减少病媒生
物危害，预防和控制病媒生物传染病的发
生与流行，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结合我市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4月13日上午，卫东
区爱卫办在市体育村南门统一发放病媒生
物防制药品。

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各类药品
的用途以及注意事项，并督促各街道及相
关单位，按照“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社区、村
主导，跨部门协作，全社会动员，预防为主，
群防群控，依法科学防制，全民共建共享”
的工作方针，做好病媒生物防制。集中开
展越冬蚊蝇防制工作，控制夏季蚊蝇密度，
是防控寨卡病毒病、登草热、黄热病等蚊媒
传染病的有效举措。春季是老鼠繁殖的高
峰季节，要抓好宾馆、饭店、医院、市场等公
共场所的环境卫生治理工作，清除鼠类滋
生地。夏秋季气温高、雨水多，是蚊蝇滋
生的高峰期，也是各类虫媒传染疾病的高
发期，要坚持以滋生地治理为主、化学防
制为辅的综合防制措施。蟑螂携带多种
病原体，传染鼠疫、伤寒等多种疾病，给人
民群众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要科学开展
灭蟑活动，重视环境防制，适时开展灭蟑
活动。

据统计，当天共发放灭鼠药7万袋、粘
鼠板 15箱、灭蚊蝇类药品 1800公斤、灭蟑
药物20箱。

卫东区统一发放
病媒生物防制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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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大雨突降鹰城，新华区焦店镇联合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对该镇
焦店村沿街广告牌进行集中拆除，推动辖区“四城联创”工作。

本报记者 毛玺玺 摄

为做好中心城区春季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营造健
康环境，4月15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创卫办的工作
人员和病媒生物防制公司的人员，对翠湖路周边进行
病媒生物防制集中消杀行动。 本报记者 邱爽 摄

本报讯 （记者邱爽）4 月 15 日上午，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主要领导带
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对辖区“四城联创”
工作开展联合检查。

检查组先后来到梅园公园和检察院建
筑工地、夏耘路电缆沟施工现场、薛庄市
场、滍阳路、龙翔大道、湖滨街道朱砂洞村、
平顶山学院北门口、湖滨路市民广场等辖
区“四城联创”重点区域，认真查看施工进
度和工作开展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和存在
的困难现场协调解决。

检查组要求，一要加强建筑工地管
理，及时清理渣土、垃圾，对裸露的黄土要
滤网覆盖；二要加强市场管理，疏堵结合，
做好周边环境卫生；三要加强施工督查，
加快施工进度和环境监管相结合，严查重
罚乱倒建筑垃圾行为；四要加强公共环境
监管，做好游园环境和公厕卫生工作，排
查取缔旱厕；五要组织开展志愿者活动，加
强环境治理。

示范区检查辖区
“四城联创”推进工作

4月 15日，志愿者在白龟湖湿地公园志愿服务
站向游客发放“四城联创”宣传材料。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市政园林局在白龟湖湿地
公园设立了志愿者服务站，并安排志愿者为游客提
供导览、创建知识宣传等服务，营造创建氛围，助力

“四城联创”。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积极行动 改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