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事环卫服务得先拿等级证
不具备资质的企业本月底退市

本报 12 月 6 日讯 (记者

马峰 通讯员 李甲 康辉)凡
在本市范围内从事环境卫生经

营性服务及相关活动的企业，必

须按照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

等级，未取得城市环境卫生经营

服务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不得

在临沂市境内从事环境卫生经

营服务业务。12 月 6 日上午，临

沂市城管部门公布了加强环境

卫生作业企业资质管理和市场

准入管理的规定。

环境卫生经营性企业分级

条款是指一、二、三级城市生活

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企

业所分别具备的相应条件；通用

条款是指所有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清扫、收集、运输企业都必

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级企业条件为，企业拥有

经营管理人员不少于 15 人，其

中，中级职称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不少于 5 人，企业技术负责人具

有 5 年以上从事城市生活垃圾

清扫管理工作经历，并具有高级

以上职称，5 吨以上扫路车、洒水

车、冲洗车等车辆总数≥ 15 辆。

二级企业条件是企业拥有

经营管理人员不少于 6 人，中级

职称以上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3

人。生活垃圾运输企业拥有经营

管理人员不少于 4 人，中级职称

以上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 人。

三级企业条件是生活垃圾清扫、

收集企业：企业拥有经营管理人

员不少于 3 人，初级职称以上专

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 人。生活垃

圾运输企业不设三级许可。

具备二级以上资质的环境

卫生作业企业允许进入临沂市

区环境卫生作业市场，具备三级

以上资质的环卫企业允许进入

县城、乡镇环境卫生作业市场。

对未通过环境卫生作业资质年

度审核或达不到环境卫生作业

标准的企业，责令限期退出相应

的环境卫生作业市场。

根据规定，一级企业由临沂

市城市管理局初审，报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审批发证，二、三级

企业由所在地县区环卫行政主

管部门初审，由临沂市城市管理

局审批发证，并报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备案。不具备环境卫生作

业资质的企业必须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退出市场。凡 2011 年 1

月 1 日以后签订的环境卫生作

业招投标合同，必须符合相关规

定要求，违规签订的环卫作业合

同一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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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家农家乐获星级称号
本报 12 月 6 日讯

(记者 王逸群)近日，记者

了解到，临沂市旅游局组

织检查组对全市 17 家农

家乐进行了星级评定。其

中，蒙阴县百泉峪农家乐

等 4 家挺进四星级农家乐

行列，另有 9 家、4 家农家

乐分别被评为三星级、二

星级农家乐。

据介绍，为不断提升

农家乐管理服务水平，确

保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推

进临沂乡村旅游又好又快

发展，市旅游局组织检查

组对全市申请星级评定的

17 家农家乐进行了检查。

最终，在 17 家申请评

定的农家乐中，最终，蒙阴

县百泉峪农家乐、沂水县

紫微庄园、临沭县秦淮人

家和河东区滨河生态园被

认定为四星级山东省好客

人家农家乐；临沭县冠山

知味园、临沭县富华园、临

沭县龙泉山庄、蒙阴县桃

花源桃缘居生态山庄等 9

家被评定为三星级山东省

好客人家农家乐：蒙阴县

河头泉桂香佳园、蒙阴县

松林子度假村等 4 家被评

为二星级山东省好客人家

农家乐。

12 月 3 日是第十九个世界残疾人日，天使国际特教学校举行“送温暖、献爱心”活动，

向农村家庭贫困残疾儿童捐赠过冬棉衣，帮助他们温暖度寒冬。

记者 刘海蒙 通讯员 邵黎明 刘国相 摄

助残献爱心

本报 12 月 6 日讯

(通讯员 张再泉 记者

张帆)今年 11 月份，全

市 国 税 收 入 共 计 完 成

12 . 17 亿元，增幅居全省

第三位。

今年 11 月份，全市

国税收入共计完成 12 . 1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4 . 65% ，增幅居全省第

三位，税收增幅高于全省

平均增幅 34 . 55 个百分

点。

由于本月临沂市税收

增长较快，也使得全市累

计税收收入增幅由上月的

全省第六位上升为本月的

全省第五位。

上月国税收入增幅全省第三

灶时政资讯 灶

41 处场所存火患被临时查封
本报 12 月 6 日讯

(记者 胡志英)临沂市以

批发市场、大型物流企业、

人员密集“九小场所”、易

燃易爆单位、高层建筑、地

下工程等单位场所为重

点，持续开展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行动，临时查封 41

处，行政拘留 6 人。

在对批发市场整治行

动中，对市区 114 家批发

市场进行了检查，共查出

市场隐患 2521 处，督促整

改 900 余处；在对人员密

集场所整治行动中，共检

查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

1233 家，发现火灾隐患

2168 条，责令当场改正

1456 条，临时查封 41 处，

行政拘留 6 人，有效消除

了一批火灾隐患；加强了

对“九小场所”、农村、社区

的消防监督工作，检查“九

小场所”2 万余家、社区单

位 1 6 0 余个、村镇企业

6000 余家，督促整改各类

火灾隐患 16000 余项，整

治取消“三合一”场所 150

多处。

截至目前，临沂市未发

生一起较大以上火灾事故，

全市火灾四项指标与去年

同期相比均有明显下降。

“地热城”再添一眼地热井
本报 12月 6日讯 (记

者 王逸群)随着钻机的轰

鸣，位于白沙埠镇凤仪官庄

村的地热井开钻顺利启动。

据了解，该井是兰山区目前

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具备

重大开发价值的地热井。

此次开钻的地热井由

省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承

担施工，项目总投资达

6 9 5 . 7 万元，设计井深

2500 米，系平邑方城盆地

地热资源开发项目的第二

眼地热井。有关专家通过

前期详实的物探工作初步

判定，该区域具备丰富的

地热矿藏形成条件。

据业内人士介绍，该项

目的启动，对于研究临沂市

地热资源储量，地热水补给

径流走向，以及蒙山断裂带

热储模型的建立，加快推进

地热资源勘探开发和“中国

地热城”建设，大力发展休

闲娱乐和特色种植、养殖等

地热经济，将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