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饮行业必须设置污水处理设施

乱排“地沟油”最高罚 3 万
本报 3 月 9 日讯 (记

者 范磊贤)记者从市排水

管理处了解到，我市正在集

中开展“地沟油”和餐厨废

弃物整治工作。按照有关规

定，对不及时进行治理和整

改的单位，对其责任人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追究其责任人的法律

责任。

据了解，我市从事宾

馆、饭店及餐饮的行业必须
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设置

相应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

必须办理《城市排水许可
证》，排放的污水内不得含

有油脂、杂物等物质。经过

水质监测后，排放的污水应

该达到《污水排入城市地下

水道水质标准》。

对于从事饭店、餐饮的

行业，应该对下水道内的油

脂、废弃物进行及时清理，

并严禁相关人员进行收购、

打捞或者出于利益关系进

行买卖。

这次治理整顿活动中

涉及的行业及单位，必须和

监督单位签订治理整改协
议，并在 10 日之内及时进

行治理和整改。如不按规定

办理和履行相关义务，将按

相关文件规定，对其责任单

位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追究其单位
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据了解，这次整治活动

要规范二至三条示范路。其
中包括：无积溢水，无破坏

设施，领取排水许可证率达

到 9 0% 以上，污水处理设

施设置率达到 8 5% 以上，

经水质检测合格率达到
80% 以上。

“我为创城添光彩”

3 月下旬启动
本报 3 月 9 日讯

( 记者 周广聪 ) 9

日，记者从市爱卫会获

悉，3 月下旬市爱卫会

将结合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和开展“爱国卫生

月”活动，联合市卫生

局、兰山区举办“健康
临沂行动”启动仪式，

组织开展“健康进万

家”、“我为创城添光

彩”等活动。

据悉，临沂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工作已进

入迎接技术评估阶段，

为了推动卫生城市创

建，市爱卫会将开展健

康临沂行动。根据安

排，3 月下旬，市爱卫

会将结合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和开展“爱国卫

生月”活动，联合市卫

生局、兰山区举办“健
康临沂行动”启动仪

式，组织开展“健康进
万家”、“我为创城添光

彩”等活动。

同时，各县区也将
按照统一部署，组织开
展“五个示范”(健康示
范社区(村)、健康示范

单位、健康示范餐厅、

健康示范步道、健康促

进示范学校 ) 创建活

动，扎实推动健康临沂

行动取得实效。

本报 3 月 9 日讯
(记者 娄雅哲) 9

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

位于红旗路与兴隆路

交会处附近的一处下
水道，已经堵塞五个月

之久，最近不断外溢污

水，臭味熏人，影响到

周围居民的生活。

3 月 9 日下午，记

者在市区红旗路与兴
隆路交会处向西十米

路南看到，一处下水道

渗出的脏水，散发着恶

臭不断地流向周围。

据附近商店的店

主张女士反映，这处

下水道从去年 1 1 月

时就开始堵塞。“现在

天气还不算太热，等

天气再暖些，这里就

会臭气熏天。”张女士
告诉记者，由于下水

道堵塞积水，天冷时
附近路面经常结冰，

她曾多次看到骑自行
车、电动车的人在经

过冰面时滑倒。

“有时候我们为了

避免行人滑倒，会撒一
些炉渣、炭灰在冰面

上。打电话反映过几

次，也没人来把下水道

彻底修好。最近正在

‘创城’，希望有关部门

能尽快处理一下。”张

女士希望这处下水道

能早日恢复畅通。

下水道堵塞五个月

污水横流无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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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 月 9 日讯 (记

者 解玉洁 通讯员 杨
玉泉 颜迪)近日，创卫办

公室食品安全和公共场所

督导组对河东区和罗庄区

的生活饮用水进行了督导

检查，被检查单位基本符合

卫生要求，但是生活饮用水

管理办法是空白。

记者了解到，河东区现
有市政供水单位 1 家，二次

供水 2 家，河东区政府于

2007 年下发“自备井关停”

通知之后，城区自备水源供

水已经关停。督导组共检查

该区市政供水 1 家，二次供

水 1 家，被检查的 2 家供水

单位卫生管理基本符合卫

生要求。

罗庄区现有市政供水
2 家，二次供水 7 家，自备

水源供水多家。督导组共检

查该区市政供水单位 1 家，

二次供水单位 2 家，被检查

的 3 家单位均有卫生许可
证，有专(兼)职卫生管理人

员和卫生管理制度，供、管

水人员健康证持证率达
1 0 0 % ，“五病”调离率达
100% 。其中江泉大酒店二

次供水管理较为规范，罗庄

区自来水公司对水质定期
自检的同时，认真配合卫生

部门抽检，监督监测资料齐
全。

“两区的生活饮用水卫

生情况基本符合标准，只是
整体上没有本区的生活饮

用水管理办法或管理措施。

仍有个别单位存在着问题，

像二次供水未能提供水质

消毒、水箱清洗消毒记录及

清洗消毒后水质的检测记

录，水箱入口处卫生状况较
差等，但该单位已经按照标

准开始着手整改。”3 月 9

日，市卫生监督所有关人士
对记者说。

河东区、罗庄区：

生活饮用水管理办法是空白

3 月

9 日，园林工

人在沂蒙路与

金源路交会处补植绿化

苗木。自 3 月 5 日起，兰山

区园林绿化整治提升工程在

城区全面展开，截至 9 日，已

补植模纹约 6000 平方米，为

我市今年的“两城创建”增

添了一抹新绿。目前该

工程仍在进行当中。

记者 范磊贤

通讯员 孙峰华

摄影报道

为创城添新绿

城市是我家，创城靠大家，为让

市民都参与到创城活动中来，即日

起，本报开通创城热线 8966110，您
如果发现身边有“脏、乱、差”行为，

可直接联系本报记者，本报将核

实相关情况，予以曝光。

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暨“中国移动3G杯”

第七届临沂名优商品(服务)和企业形象博览会3月12日-14日在人民广场举办
为更好推进消费维权，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在省工商局、省消协、

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市相关部

门于3月12日-14日在人民广场举办

纪念3 .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暨“中国

移动3G杯”第七届临沂名优商品(服

务)和企业形象博览会。本届博览会

由临沂市消费者协会、临沂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临沂市卫生局、临沂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临沂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联合主办，由临沂福瑞德会议

展览有限公司承办。

3月12日将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
盛大的开幕式，届时活动现场将会有
2010年工商、消协维权成果图片展，

假冒伪劣产品的现场展，名优企业形
象和产品展示，企业咨询服务、经贸

洽谈活动，现场也将邀请企业进行
“3·15诚信企业宣言”签名并开辟“百

姓问题签名墙”等活动，消费者可对

消费维权方面的疑问进行现场咨询，

并且可以到“百姓问题签名墙”上写

出自己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

本届博览会展示会围绕“消费与

民生”年主题，特开辟国家、省、市“消

费者满意单位展区”、重合同守信用

的“诚信企业展区”和驰名、著名商

标的“名牌企业展区”、“节能环保展

区”、“名优商品展区”、“企业形象展

区”等六大展区。将选择水平高、

质量好、档次高、信誉好的商品参
展，参与此次展览的企业都经过主

办方严格审查，将展现我市名优商品

良好的形象，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消

费产品和服务。

本届展会将全面配合消协“消费

与民生”年主题的活动开展，深入

贯彻落实《山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

条例》、《食品安全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通过

现场宣传展示，媒体宣传推广，百

姓参与互动，法律法规宣传，消协

有关成果展示等形式弘扬消费维
权，倡导绿色消费，树立诚信典

型，给广大消费者提供一个良好的

消费环境，也为商家提供一次宣传

展示的平台，推动了参与企业进一

步树立以人为本、诚实守信、奉献社

会的经营理念，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将博览

会办成为百姓排忧解难，为企业打造

品牌、拓展诚信的大舞台。

部分参展企业名单：
中国移动

海信集团

山东兰陵集团

山东沂蒙老区酒业有限公司

临沂美恩商贸有限公司

济宁美的制冷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临沂增霞商贸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临沂经营部

盛宇家纺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智冠乳业有限公司临沂办事处

山东临沂瑞元经贸有限公司

苏宁电器

北京阔达装饰临沂公司

临沂银座家居有限公司

临沂东华置业有限公司

威海宝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春纪化妆品

临沂协和医院

红豆集团·江苏红豆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临沂丽人医院

临沂闪亮一生视力康复保护中心

临沂卫康医院

兰舍硅藻泥 美大下排油烟机

北京同仁堂威海药店有限公司临沂广场

药店

临沂一品明珠装饰公司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山教留学咨询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

美赞臣安怡乐

大洋洁具

山东远东国际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银凤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鲁南眼科医院

万虹点读机

山东康源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情订奇缘

山东常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阿萨姆奶茶·顺滑好心情

山东罗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旺优广告有限公司

临沂罗玛皇宫休闲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红牛饮料销售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临沂市人民大药房有限公司

荆州小胡鸭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临沂石

油分公司

临沂海雅特贸易有限公司

临沂新光毛毯有限公司

山东荣马实业有限公司

临沂惠民早餐工程有限公司

临沂通泰长城

戴欧妮临沂王庭钻石

山东吉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济南泉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临沂分

公司

瑞福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山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临沂长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山东临沂销售分公司

易通集团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

临沂市华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阳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施可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广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四季沐歌太阳能

临沂通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美多汽贸

山东红日阿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天江贸易有限公司罗庄分公司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山东)有限公司临沂店

临沂市联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

山东宏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地财产保险临沂支公司

山东鑫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TCL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山东康田化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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