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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高兆洲） 1月
27日下午，一场市民期盼已久
的降雪终于如期而至，室外温
度降至-9℃。为有效防止道路结
冰，打赢“低温除雪战”，环卫中
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共出动洒
水车、撒布机等作业车辆300余台
次，撒布融雪剂420余吨。

据了解，章丘环卫“早着
手、争主动”，提前购置固体融
雪剂和扫帚、铁锨等除雪工具，
购进新式除雪滚刷，对5台撒布
机和30台铲雪车进行了提前检
修，在雪铲高位增加照明，方便
夜间作业。同时，环卫中心成立
冰雪应急处置领导小组，24小时
值班，明确作业方式及标准、清
雪流程及要求。

降雪伊始，环卫作业车辆
就已全部就位。在章丘绣水大
街、唐王山路、双山大街等重点

路段，一部部洒水车、撒布机正
有条不紊地对城区主次道路进
行撒布融雪剂作业。由于此次
降雪持续时间较长，章丘区环
卫中心采用雪中清、雪中融、边
融边清等方式，高质量、高效
率、高精度使用融雪剂，达到最
优的清雪效果。

据悉，环卫中心结合城区
道路特点，重点对桥梁、涵洞、
坡道、弯道等重要路段、重要区
域、重要部位优先清理，随后集
中力量对主干道、人行道、商业
网点、学校驻地、人员密集场所
等地域逐个攻破，按照“主次干
路优先、重点部位优先”的原
则，人机联袂、梯次推进、还路
本色，最大限度满足市民不同
路线的出行需要。同时，该中心
还成立了机动除冰队伍，24小
时监控路面结冰情况，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

330000余余台台次次车车撒撒融融雪雪剂剂442200余余吨吨
环卫中心启动应急预案打响“低温除雪战”

生生产产领领域域1155个个产产品品抽抽检检全全合合格格
食药监局开展“食安护佳节”专项行动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石剑
芳 通讯员 高军） 为做好
2018年元旦、春节、元宵节期间的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保障节
日期间市场安全稳定，章丘区食
药监局近期组织开展了“食安护
佳节”专项行动。活动期间，生产
科采取多项措施加强生产领域
的产品监管，对重点节日产品进
行专项抽检，其中生产领域15个
产品抽检全部合格。

据了解，此次行动中生产环
节的检查主要分为两大部分。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情况的检查，着
重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原料
仓库、生产车间、配料室、检验室、
留样室等进行了详细查看。重点
检查了企业在执行原料进货和
出厂检验时的流程是否规范，安
全生产技术是否符合规程与标
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是否合规
和记录清晰，工作人员是否取得
从业人员健康证等项目。另外，

以节日热销食品为重点品种进
行监督抽检，以食用植物油、肉
制品、白酒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
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聚集区为
重点，开展现场检查，结合省、市
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肉制品生产
监管的公告》、《关于开展酒类生
产经营专项检查回头看工作的
通知》的要求，并实施现场抽样，
突出风险隐患排查。

截至目前，已对章丘区域内7
家植物油生产企业、4家肉制品生
产企业、4家白酒生产企业的15个
产品进行了抽样，委托有资质的
第三方山东省标准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现
已反馈，章丘区域内的所有生产
领域节前抽检产品检测结果全
部合格。“食安护佳节”专项行动
的开展进一步强化了食品生产
经营者的主体责任意识，规范了
生产经营行为，提高节日食品安
全保障水平。

看看仔仔细细了了！！这这个个““OOUUPPAAII””非非““欧欧派派””
一净水机商家玩起文字游戏，市场监管局约谈其负责人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荀哲） 近
日，多名市民向章丘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反映，章丘多个
乡镇内均有人宣传、出售欧
派净水机，但是与在网上查
询到的正规欧派商标不一
致，商家是否在售卖假冒伪
劣产品？

执法人员随后到市民举
报 的 场 地 进 行 检 查 。经 检
查，此次售卖的商品名称为
OUPAI反渗透净水机，与大
众 熟 知 的 欧 派 家 居

（OPPEIN）并非同一品牌，但

是商家在宣传条幅上使用“欧
派”二字，并且使用了欧派家
居的宣传语。

执法人员还了解到，该活
动是由章丘区明水永乐家电
经营部（章丘区明水绣江人家
14号商铺）与中山市欧派快乐
厨房电器有限公司联合开展
的展销活动，售后服务章丘区
明水永乐家电经营部负责。执
法人员现场查看了商家及中
山欧派快乐厨房电器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OUPAI”的商
标注册登记证及商标授权使
用书、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

证证书（CCC认证）、广东省涉
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
许可批件、中山市欧派快乐
厨房电器有限公司的销售出
库单及公司自检合格证的复
印件。执法人员随即约谈其
负责人，责令其撤换相关宣传
材料。

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
费者，建议大家到正规、信誉
可靠的商场、商店去选购正规
专业生产净水机的大品牌，妥
善保留好发票凭据，一旦发生
消费纠纷，可以及时向市场监
管部门反映。

随着春节临近，各类服
饰、家电、家用汽车、装饰装修
即将迎来一年中的消费高峰，
线上、线下的各种促销活动也
是接踵而至，其中“馅饼”、“陷
阱”夹杂，让消费者真假难辨。
为此，章丘区消费者协会提醒
广大消费者在节日期间应该
理性消费，切勿盲从。

一、理性购物，避免冲动。
为促进节日消费，商家的各种
打折促销活动层出不穷，消费
者选购商品时切莫被低价冲
昏了头脑，盲目消费。参加促
销打折活动时，要详细了解清
楚活动规则，特别要留意商家
的促销信息、时间范围和限制
条件等。购买商品或服务后要
主动索取票据证明并妥善保
管，为日后维权留存证据。

二、谨慎选择商家。注意
查看经营者的营业执照，确认
经营主体资格，看商家经营地

址与营业执照的注册地址是
否一致。消费后看出具发票是
否与执照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购买时尽量到证照齐全、信誉
度高的商场、连锁卖场购物。

三、签订消费合同。不要
轻信一些商家口头承诺，务必
签订书面合同，明确约定商品
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
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售后服
务等内容，为日后可能产生的消
费争议提供解决的途径和依据。

四、谨防商家的文字陷
阱。比如签订消费合同时，要
注意“定金”和“订金”一字之
差的问题。“定金”是规范的法
律用语，具有担保之意，如果
卖方没有按照合同履行，则应
当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责任；
如果买方不履行合同，卖方有
权不退还定金。而“订金”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履约的保
证，一般视为预付款，如果卖

方违约，只需返还原订金，无
需双倍偿付；如果买方违约，
可以要求返还订金。所以，消
费者在交付购车订金一定要
看清单据写的是“定金”还是

“订金”，以免日后维权困难。
五、网络购物需谨慎。如

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放弃了
超市采购年货的购物方式，转
而选择了折扣力度较大的网
上购物。在网络购物时，要注
意选择信用等级高的商家，重
点核对商品或服务的页面价
格、购物车价格、结算价格是
否一致，及时截屏留存购买各
环节网络页面、客服聊天工具
中的商谈记录和付款凭证。消
费者在接收物流包裹时，一定
要核验是否为自己网购的商
品，不要接收来路不明的快递，
特别是对于需要到付的包裹，
接收人或者代收人最好当面拆
开包裹验货，防止上当受骗。

年年末末大大促促销销 消消费费需需理理性性葛相关链接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OUPAI产品及相关证件。 本报记者 石剑芳 摄

明明水水眼眼科科医医院院““拉拉网网式式””检检查查防防隐隐患患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方超） 在春
节来临之际，济南市明水眼科
医院以安全稳定为目标，召开
医院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
进一步完善预案和工作方案，
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
领导带队，对全院各部门各角
落进行了节前“拉网式”安全
大检查。

后勤安全检查小组先后查
看了医院门诊、病房、电梯、中心
供氧、手术室、消防泵房、消毒供
应室等重点部位。对检查中发现
的安全问题，要求各职能部门要

列出问题清单和整改时限表，重
点加强防火巡查检查和用火用
电安全管理，强化消防宣传培
训，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苗头，
确保医患安全和财产保全。

与此同时，该院“三甲”复
评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1月
27日，医院各侧面分管领导对
全院进行了一次“三甲”复评
模拟检查。严格按照《三级专
科医院评审标准与评审细则》
要求，以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持
续改进内容为侧重点，采取现
场查看、现场考核、实地访谈、
追踪检查等评审方法对职能

科室人员随机进行提问，并对
需要规范和完善的问题进行
了反馈、点评，中肯地提出了
持续改进的建议和意见。

另外，济南市明水眼科医
院还召开严禁燃放烟花爆竹
专题会，与各科室责任人、宿
舍楼长签订安全责任书，要求
全体医护人员带头倡导低碳、
绿色、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禁放烟花爆竹行动中“当先
锋、作表率”。以网格化巡查管
控为依托，定人定岗，定点定
位，确保医院与宿舍没有一处
响，不冒一处烟。

““巾巾帼帼送送暖暖””关关爱爱帮帮扶扶活活动动启启动动

本报2月1日讯 春节将
至，为贯彻落实上级妇联及章
丘区关于关爱帮扶困难群众
过好年有关通知要求，章丘
区妇联策划了“巾帼送暖”系
列帮扶活动。近日，“巾帼送
暖”关爱帮扶活动全面启动，
首批受益的是13名贫困“两
癌”母亲。

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
淑萍与区民政局、体育局的领
导来到枣园街道陈家村，走访
慰问该村贫困“两癌”母亲贾文
丽，给她送去了“贫困母亲两癌
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1万

元和各级组织最诚挚的问候。
今年以来，章丘区妇联积

极争取上级妇联支持，关心、关
爱贫困“两癌”母亲，筹措资金
4 . 2万元对13名贫困“两癌”母
亲进行救助，鼓励她们更加乐
观向上、自立自强。下一步，“巾
帼送暖”关爱帮扶活动将全面
铺开，救助对象涉及贫困母亲、
留守儿童、孤儿、建档立卡的贫
困妇女、所包联村的贫困户、

“妇情童意直通车”所联系的贫
困妇女、儿童。让她们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度过一个欢乐
祥和的新年。

挂挂失失声声明明

章丘区公安局明水第一派出所民警李彬丢失警号为013426的
警官证，特此声明。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南市章丘区供电公司辛寨供电所供电
服务中心丢失新建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第
370181201610008号）一份，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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