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情标签代表卫生量化等级

市民可看“脸色”选酒店
本报 1 0 月 1 3 日讯 (记者

秦国玲 见习记者 魏菲 通

讯员 刘小云) 今后，市民到东

营市的酒店、洗浴场所、游泳场

所时，看“表情”就能知道这些场

所卫生是否达标。1 3 日，记者从

东营市卫生监督机构了解到，东

营市住宿业等公共场所卫生监

督实行量化分级管理，其中，卫

生信誉最佳的单位被评为 A 级，

标志为“笑脸”。

市民到酒店、洗浴场所，要

辨别卫生是否达标，还真有点力

不从心。9 月，东营市卫生监督

机构按照《东营市公共场所卫生

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方案》要

求，在全市范围内按照属地化管

理对辖区内住宿业、洗浴场所、

美容美发场所、游泳场所开展了

全面的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工作。量化标准分达到 9 0 分以

上，评定为 A 级，卫生状况优秀，

标志为“笑脸”；量化标准分在 70

分到 90 分，评定为 B 级，卫生状

况 良 好 ，标 志 为“ 面 无 表 情 的

脸”；量化标准分在 6 0 分到 6 9

分，评定为 C 级，卫生状况一般，

标志为“苦脸”。看看这些场所的
“脸色”就能知道卫生管理怎么

样了。

据悉，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

由高到低分为 A 、B 、C 三级，对

应的监督频次分别为不少于 1

次/年、2 次/年和 3 次/年，达不

到 C 级的，责令限期整改，并依

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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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13 日讯(见

习记者 武希栋) 海河北

区 48 号楼王先生家，自今

年 3 月停暖之后，卧室及洗
手间的暖气管道就出现了

渗漏，冬季供暖马上开始，

相关部门一直没人来检修。

10月 13日，记者在王先
生家里看到，卧室的暖气管

道上已出现了明显的锈斑，

洗手间的管道也有类似的
情况。王先生说：“今年 3 月

停暖之后，我家卧室内的暖

气管道就开始漏水，床上的
被子都被弄湿了。”据介绍，

由于该区实行的是集中供

热，泄漏的这条管道又是整
个 48 号楼供暖的主管道，这
条管道出现问题，会影响到
整栋楼 28 户居民的取暖质

量。王先生说：“停暖后，管道

里的水滴了十来天，一直也

没人管，今年 10 月 20 号就

要进行冷水调试了，如果再

不检修，管道会泄漏得更厉

害。”

东营市供热处的工作

人员说：“我们只负责供暖

管网主管道的维护，室内

管道的问题应由相关物业

部门负责检修。”据了解，

该小区原来的物业部门已

经撤出，现在由业主自发
成立的物业委员会接管，

该委员会还在筹备建设

中。王先生说：“物业没撤

出的时候，他们 (物业 )说

让我自己出钱维修，修理

这条管道得花 200 多元。

这是贯穿整栋楼的管道，

即使我们自己修的话，也

得大家共同出钱吧？”

本报 10 月 13 日讯

(见习记者 聂金刚) 12

日上午，西城齐龙大厦的业

主曹先生向本报反映，因为

物业收不齐住户的取暖费，

有一家不交就不给供暖，齐

龙大厦的业主守着管线享
受不了暖气，今年冬天恐怕

又得挨冻了。

曹先生 2004 年买房子

的时候就交了暖气开口费，

可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供

暖。曹先生说：“暖气管线都

有，可就是不给供暖，每年

冬天都很难挨。”每年快供

暖的时候他都会找物业，物

业说取暖费收不齐他们也

没办法供暖，只要有一家不

交取暖费，整栋楼都供不上

暖，这让曹先生想交取暖费
都不敢交。同一栋楼的刘先
生正准备买空调过冬。他

说：“去年的时候都是用电

暖器，两个小时就一度电。

用电暖器这些设备取暖太

耗电，最好还是能供上暖，

要是实在不行也只能提前
买空调过冬了。”

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

公司，物业的周经理介绍，

现在整栋楼有 52 户业主，

不少业主因为嫌冬天冷都

装上了空调，当初的管道是

大厦从油田热力公司接过

来的，可有的业主因为嫌暖

气管道碍事私自拆除了，现

在即使交齐了暖气费，也不
一定能供上暖。

本报 10 月 13 日讯 (见习记者

顾松) 本报 12 日 B08 版刊登了

《“南孚电池”炸伤男孩左腮》—文。

13 日下午，南孚电池销售人员宋先

生将爆炸电池鉴定报告送到了男孩

父亲高先生手中。经鉴定，爆炸电池

系假冒品。随后，高先生向 12315 热

线举报，工商部门查缴了涉嫌出售
假冒电池的商店内的剩余电池（左

图）。

东营区工商局消保科郭科长及

胜利工商所工作人员接到高先生举

报后来到事发现场，在了解电池爆

炸事件后，随高先生来到涉嫌售卖

假冒品商店。工商局工作人员查看

了涉嫌出售假冒电池商店的营业执

照，查缴了剩余的南孚电池。在了解

了该店的进货渠道后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向局领导汇报后，他们将会依

法查处制售假冒品窝点。

记者从“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

限公司鉴定证明书”中看到，鉴定时
间为 10 月 13 日，送检型号为 LR6，

送检数量两节，鉴定结论为：“经我

司对此送检样品进行鉴定，其结果

如下：此送检样品属假冒我司南孚

牌产品。”假货特征为，电池负极底
为假底。

格《“南孚电池”炸伤男孩左腮》追踪：

厂家确定爆炸电池是假冒品
工商部门已查缴涉嫌售假商店剩余电池

室内暖气管道漏水

7 个月无人负责

一家不交取暖费

整栋居民都挨冻

A 级 卫生状况优秀

B 级 卫生状况良好

C 级 卫生状况一般

卫生信誉度等级

本报 10 月 13 日讯(见习记者

魏菲 任小杰 通讯员 孙万禄

刘爱国) 10 月 10 日至 11 日，省卫生

厅督导组对东营市麻疹和脊灰强化

免疫及乙肝疫苗补种项目开展情况

进行了考核评估，“三苗”接种率达
98%以上。

督导组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

工作人员访谈、现场察看、查验记录及

入村、入户、入校抽样调查等方法进行。

督导组随机抽取了东营区 35个村居进

行考核评估。共调查麻疹疫苗强化免

疫目标儿童 448人，接种 446人，接种率

为 99 .55%；调查脊灰疫苗强化免疫目

标儿童 420 人，接种 419 人，接种率为

99.76%；调查 7～ 14岁儿童 120人，麻

疹疫苗应补种 25 人，实际补种 24 人，

麻疹疫苗 3剂次接种率为 99.2%；调查

乙肝疫苗补种项目 180人，其中在学校
调查 60人、在社区调查 120人，3剂次

乙肝疫苗接种率为 98.33%。

麻疹、脊灰及乙肝疫苗强化和查漏补种工作顺利完成

“三苗”接种率达 98% 以上

技能大比武

本报 10 月 13 日讯

(见习记者 闫西龙) “听

说冬季取暖补贴要上涨了，

而且直接由 24 元涨到了

1 1 0 0 元，我们可都盼着

呢。”73 岁的退休职工燕岑

兰说。

燕岑兰 1987 年退休的

时候，冬季取暖补贴是 20

元。1989 年，取暖补贴涨到

了 24 元。燕女士说：“二十

几年了，取暖费一直在涨，

可取暖补贴还是老标准。”

目前东营的取暖费是 24 元

/平方米，一年 24 元的取暖

补贴只够付一平方米的取

暖费。听说今年调整了取暖

补贴，燕女士乐呵呵地说：

“取暖补贴 22 年没变，这次

一下涨了 40 多倍，几乎要

赶上我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了。”

据 了 解 ，东 营 市
1 3 0 0 0 多名企业退休 (退

职)人员将在 12 月份领取

养老金时一并领取每人

1100 元取暖补贴。初步计

算，东营市今年为此将增

加企业养老保险费支出
1400 万元。

企业退休人员的取暖补贴涨了

24 元涨到 1100 元

13 日下午，胜利油田第十六届职业技能竞赛在嬉水公园体育场

隆重开幕，来自油田 50 多家单位的 1566 名选手将参加此次竞赛活

动。10 天内，他们将在起重机驾驶、采油测试等 40 个工种中间展开

技能比武。 本报见习记者 张琳琳 顾松 记者 戴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