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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力 创 建 国 家 卫 生 城 市

市市场监管局全力打好创卫迎国检攻坚战市市场监管局全力打好创卫迎国检攻坚战
本报讯（肖翔）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全体

工作人员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
风，不畏酷暑、迎难而上，按照市“双创双修”
工作指挥部“大战五十天，冲刺迎国检”工作要
求，持续加大对小餐饮店、小熟食店、小食品加
工店专项督查整治力度，继续做好市本级监管的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整治达标工作，全力以赴做好
我市各项创卫迎国检工作。

近段时间以来，该局全体领导干部提高政治
站位，牢固树立全市创国卫一盘棋思想，把创国
卫工作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点任务，在人力、
物力、财力保障上向创卫工作倾斜。始终坚持

“站位要高、格局要大、思路要新、措施要硬、
效果要好”的总体要求。全局上下认清形势，统
一思想，振奋精神，举全局之力，集中时间，奋
战50天，以决战的姿态、必胜的信心，用铁的

纪律、铁的手腕、铁的心肠，填平补齐创卫工作
短板，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背水一战的勇气，坚
决打赢创卫迎国检攻坚战。

在具体创卫迎国检工作中，按照部门职能划
分，积极行动，主动担当，找准食品安全创卫工
作的发力点，全面查漏洞、补短板、抓落实。针
对食品行业问题反弹多、死角盲点多等重点、难
点。该局抽调精干人员，集中执法力量，建立市
局、区局、基层分局三级联动机制，严格按照创
国卫技术标准，以全市22个农贸市场为中心，
安排工作人员逐户对食品行业证照公示、“三
防”设施、餐饮具消毒保洁、食品贮存、索证索
票、从业人员个人卫生和店内环境卫生管理等关
键问题的拉网式清查。督促、指导、协助各区市
场监管部门解决疑难问题，切实抓好问题整改和
规范管理。建立问题清单，对发现的重点问题及

时通报，为各区整治提高提供有效参考，倒逼责
任落实。

以问题为导向，对全市 86 条责任路段的
4671家小餐饮小食杂店和市本级监管的84家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挂图作战，倒排工作进度。
重点加强对珠山、昌江两区的对标督查、跟踪督
办、落实整改，通过严管重罚、定期通报、媒体
曝光等强力措施，推动各项工作精准落实，实现
食品行业逐一达标销户。

对无证无照、生产经营条件恶劣且拒不整改
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坚决依法关停、取缔，达
到关停一批、教育一片的警示效果，力争食品行
业在此次全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暗访中得高分、
少扣分、不罚分，不拖全市创卫工作的后腿，为
我市顺利通过“国检”大考作出市场监管部门应
有的贡献。

本报讯 （曹跃生 陈菁文 文/
图） 连日来，市工管办通过重点出
击，连打“组拳”的方式，扎实开展

“创卫迎检”工作。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自创卫工

作开展以来，该办积极响应配合，第
一时间召开工作动员部署会，成立专
项工作小组，以问题为导向，以成效
为目标，出实招，用实功，对标对
表，连打“企业自查自纠拳”、“机关
专项检查拳”、“党委督查指导拳”和

“整改情况奖惩拳”，对问题较多、情
况复杂的企业进行重点督查指导，以
整改不到位绝不松劲、清理不干净绝
不收兵的决心和敢于直面问题的勇
气，持续推动创卫工作迈上新台阶。

该办主要领导多次带领班子成员
到企业实地查看创卫工作落实情况，
现场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并及时根据情况下发整改督办单，限
时整改，对整改不及时的予以通报，
对落实到位的予以肯定。做到问题一
天天缩量，环境一天天提质。

在机关及所属企业的共同努力
下，所属各企业厂区面貌焕然一新。
该办上下一心，冒酷暑，战高温，彻
底清理卫生死角、铲平菜地、清除杂
草、拆除旱厕、规划车辆停放、清运
垃圾，从脏、乱、差到干净整洁、井
然有序，工业国资人挥洒汗水、任劳
任怨，用实际行动确保环境整治不留
死角，高分通过国家暗访。

市工管办连打“组拳”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治脏治堵治乱百日攻坚

太白园街道
干群齐动员 创卫再发力

“拆除一处、美化一处、建设一处、见效一
处”，近年来，浮梁县勒功乡白茅村努力以

“洁、净、美”环境为目标，将旱厕改造、乡村
环境整治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开展拆旧复
垦、普及旱厕、村庄美化、亮化等专项整治行
动，为村民提供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

确定整治重点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许多村民另行修建房屋，原来的老房及配
套附属建筑物就一直闲置着。这些长期闲置的老
旧土坯房、猪圈、茅厕、羊圈、杂物棚等不仅影
响了村里的整体环境，还因为年久失修大多成为
危房（棚），对过往行人造成了安全隐患。

白茅村“两委”通过前期调查摸底，完成
《可行性研究报告》，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制定了
《白茅村环境整治工作方案》，确定今年整治工作
重点放在张家组、其山上村组、水运队、坛石

组、白茅村口莲花塘等地。为顺利实施和有效地
开展工作，村“两委”精细分工，借助村民小组
会、随机交流座谈、支部主题党日等活动载体不
断统一思想，同时采取包片（组）入户走访，耐
心细致开展村民工作，拆除闲置老建筑很快得到
了广泛的理解和认可。

张桂田是胡村组的村民，他前几年在另一处
盖了新房，原来居住的老房子闲置不用了，猪
圈、茅厕、停车棚等都已年久失修，破烂不堪。
他说：“这些东西年久老化，有一定的危险性，
也不美观，我们都响应号召，同意拆除。”同样
是胡村组的村民郑茶花说：“我们享受国家的许
多好政策，拆除老旧房子，改造旱厕，对大家都
好，我们支持。”

夯实基础工作

为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前期，白茅村“两委”通过会议、走访、标

语、微信群等形式不断加强环保工作宣传，并与
村民签订“门前四包”责任书，组织开展环境卫
生集中整治活动，切实增强群众保护环境的责任
感，努力营造广大干群共同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
良好氛围。

在乡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该村不
断加大人财物力投入，在全村人口密集场所放置
垃圾桶和大垃圾箱，增强垃圾集运能力。目前，
全村环境卫生处理能力大幅增强，做到生活垃圾
日产日清日净，基本满足村民投放垃圾的实际需
要。

村“两委”定期检查，随时掌控卫生清扫情
况，监督相关人员认真清扫，不留死角。对发现
人浮于事、敷衍塞责的行为，坚决督导让其改
正，确保公共区域卫生干净整洁。

改造保护并重

旱厕改造是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民生的
“观念性改造”。因为这是对农村延续千年陋俗的
一次理念“革新”、思维“革新”，白茅村通过多
方论证，结合村民实际，将旱厕改造成有完好下
水道的水冲式和三格局两种形式。这样的卫厕，
一户一个化粪池，在自家就可以将粪便进行无害
化处理，还运用了节水型高压马桶，改造后的无
害化厕所每次冲厕仅用0.3升水。村委会的目标
就是：确保改造后旱厕使用的安全、便捷，让村
民用得放心，用得舒心。这项工作将在年内彻底
完成。

古树名木是中华大地的绿色瑰宝，是民族文
化历史悠久的象征，对其实施有效的保护，不仅
对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保护生态环境和风景资源
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对挖掘乡土树种、绿化树
种选择和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白茅村对全村古
树名木 （村口防护林） 进行统一编号、登记造
册、设立保护警示牌，建立保护档案，进行统一
挂牌保护，实行一树一证，并对濒危树木进行抢
救复壮。

白茅村党支部书记汪茂生介绍道：“白茅村
近年来着力改善村庄环境，大力开展乡村综合环
境整治，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我们还将大力
实施通村公路提档升级，路灯、供水等相关基础
设施的保障工作，为村民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
生活环境。”

整治村域环境 提升生活品质
——浮梁县勒功乡白茅村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纪略

朱思念 特约通讯员 吴国庆 文/图

近日，笔者与几位朋友到一家
餐馆用餐。由于这家餐馆里面没有
包厢，前来就餐的客人都聚集在一
楼的小餐厅里用餐。刚开始还好，
吃到一半光景，餐厅里就热闹了起
来，临桌的几位顾客一边大声地相
互敬酒、劝酒，一边还把酒杯敲得

“嘣嘣”响。其中一位似乎喝高了，
还高声地吼着“再开一瓶，再开一
瓶”。看着这几位“兴奋”的“酒
友”如此不讲文明，邻桌的客人纷
纷投来厌恶的目光。笔者和几位朋
友也觉得待不下去了，便匆匆地扒
了几口饭，就离开了这家小餐馆。

其实，在餐馆用餐，谁都希望
能有一个安静、舒适的就餐环境。
一方面可以和家人或朋友聊聊天或
叙叙旧，另一方面也可享受到美食
的可口和美味。可是在现实生活
中，一些顾客却喜欢在用餐的时候
吆五喝六，大声喧哗，尤其是一些

“酒友”，敬酒、劝酒声不断，全然
不顾旁边的顾客。有的喝高了，竟
然在餐馆里发酒疯、说胡话。更有
甚者，有的还把酒杯、盘子等随意
乱扔乱摔，这不但影响商家做生
意，影响其他顾客的用餐氛围，还
无形中丢掉了自己的形象。

众所周知，餐馆是一个公共场
所。那么，我们就应该有所约束，
有所顾忌，决不能肆无忌惮，更不能借酒劲发酒疯，
或随意高声喧哗，或随意摔酒杯，或随意扔盘子。要
知道，餐馆里的就餐环境是大家的，并非是你一个人
或几个人的。因此，在餐馆里就餐也需要讲文明。因
为做到文明就餐，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自身素养
的一大体现。

因此，笔者希望每一位顾客在餐馆里就餐时，一
定要把“文明”一起带上，让“文明”从就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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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裕 文/图）连日来，珠山区太
白园街道积极落实珠山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大
战五十天、冲刺迎国检”工作方案，召开了街道创
卫工作推进会，对创卫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和再
动员，在辖区内掀起了环境大整治、冲刺迎国检热
潮。

浓厚氛围，再造势。太白园街道积极做好“大
战五十天 冲刺迎国检”舆论宣传工作，在辖区内
悬挂了横幅，制作了创卫公益广告宣传扇5000
把、健康教育66条宣传折页5000份，《致居民的
一封信》10000份，并向辖区居民、商户散发，开展
卫生宣传活动5次，努力做到创卫迎国检工作家
喻户晓，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创卫工作意义、创卫工
作要求，自觉地参与到创卫工作中来。

加强管理，强巡查。该街道制定了《双创双修
工作网格化考核方案》，把双创工作的各项考核指
标纳入到网格中管理，每个网格的网格员由社区
干部担任，要求网格员每天巡查，并把巡查结果上
报街道城管办，建成问题台帐，并及时整改。为提
高创卫网格工作效率，七月又增加了10名网格
员。实行了街道班子成员包居制度，将街道每个
干部都分到社区，挂点干部每天用半天的时间下
沉到社区，参与、指导社区创卫工作。他们深入小
区、街头巷尾、商户，对照创卫标准，进行拉网式的
检查，对辖区内环境脏乱差的6家企事业单位送
发了告知函，督促整改，对巡查中发现的其它问题
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整治。

辖区环境，再整治。该街道积极开展“全市创
卫迎暗访，全城大扫除”活动。街道干部到中厦一
号楼小区清除花坛内的杂草、杂物，对破损的花坛
壁面进行了维修；曙光村社区干部联合东望集团
志愿者清理假日广场垃圾广告，联合城管清理菜
地、拆除破旧雨棚；浙江路社区联合市医保局、珠
山区法院等六家单位到浙江路社区、广场南路引
导主次干道的非机动车辆进行规范摆放，针对“五
小”行业、商户中发放文明餐桌、禁烟标志，联系珠
山区住建局对陶瓷弄破损的路面进行了修补。截
至日前，该街道共清理垃圾死角100余处、垃圾
100余吨、清除垃圾广告1万余条、修理破损路面
1600余平方米、更换破损店招26块、清理墙面污
渍87处、整治空中乱象7400余米、更新公益围挡
1200平方米。

▲ 整治后的白茅村莲花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