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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梁天奕） 新春就业新气象。羊年上班的第一
天，章丘市人社局一楼服务大厅人头攒动，各
类求职人员和单位招聘负责人不断涌入服务
大厅，为节后的就业工作增添了浓浓的暖意。

据工作人员介绍，当天共有40家企业前
来办理招聘登记，提供就业岗位800余个；为
260名求职者办理了求职登记手续，呈现出供
需两旺的态势。同时，近期章丘市人社局将联
合各镇街道人社中心召开21场“春风行动”招
聘会，搭建企业用人和个人求职的桥梁纽带，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更加专业的指导。

据了解，从2015年2月下旬至3月底，章丘
市人社局开展以“创新服务理念，起航就业梦
想”为主题的“春风行动”招聘洽谈活动。活动
期间，各镇、街道将举办多场专场招聘会。其
中，3月4日（正月十四），市人社局将联合明水
街道办事处在明水街道办事处门前广场（东
海龙酒店对过）举办全市“春风行动”大型招
聘会。

记者了解到，招聘会期间，各用工单位可
携带单位营业执照、法人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章丘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科（绣水大街4100号），或各
镇、街道人社服务中心办理报名事宜。

2015年初，章丘市人社局率先搭建求职
招聘平台，设立自助招聘区，引进并启用新式
自助招聘设备，通过信息化网络平台开展专
场招聘会。截止到2015年2月，章丘市城镇新
增就业人数已达1277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6%，其中，按就业类别来分，主要集中在单
位就业1068人，灵活就业112人；按产业来分，
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就业1091人。

消毒餐具行业大洗牌

46家单位被淘汰

记者了解到，自2004年《行政
许可法》实施后，取消了消毒服务
机构的卫生许可准入，造成餐饮
具消毒单位没有卫生准入门槛。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取得生产资
格只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即可生
产。很多企业不管从选址、工艺流
程、工作环境、设施设备、包装材
料、消毒质量、从业人员体检和培
训、生产用水等方面 , 由于没有
监管部门事前把关，难以达到相
应的卫生要求。

而且，餐饮具消毒单位从企
业设立到销售成品需要通过多个
部门审核，而各部门在协调配合
和信息沟通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
性和分歧，导致餐饮具消毒单位
规范化管理不能落实。与此同时，
当企业软硬件不达标时，相关部
门却没有处罚依据，在卫生质量
检验不合格方面虽然可以对企业
进行处罚，但是处罚额度较小，对
违规生产企业的约束力不大。

针对餐饮具消毒管理存在的
问题，章丘市政府出台了《章丘市
集中消毒餐饮具验收标准》，从选
址、布局、设备、人员、检验、包装、
监控、环保等 1 2个方面对餐饮具
集中消毒单位进行了严格规定。
同时，要求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
密切协作，对餐饮具消毒单位进
行卓有成效的专项整治，严格按
照标准，对餐饮具消毒企业进行
验收。借助报刊、电视等媒体向市
民介绍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和使
用消毒餐饮具的注意事项。向所
有餐饮具集中消毒生产经营和使
用单位发放《致广大餐饮具集中
消毒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一封
信》，让生产经营业户了解专项整
治的工作部署和达标要求等事
项。

章丘出台餐具

集中消毒严格规定

一一上上班班不不见见团团拜拜马马上上工工作作
章丘干实事点响新春“开门炮”

春季招聘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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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日讯（记者 王
帅） 第105个国际劳动妇女
节来临之际，济南市卫生计生
委组织部分市级医疗机构专
家，及章丘市人民医院的专家
医师，开展了庆“三八”送健康
义诊活动，在章丘市官庄大集
上为村民进行“一对一”诊疗。

2月28日一早，在官庄大
集的义诊点，不少村民提前来
到现场，等待专家的到来。61
岁的李凤兰告诉记者，她两手
手背经常疼痛，以前是手掌，
后来慢慢延伸到了手背，每次
碰完水，手背便又痒又疼，挠
后发红、皮肤变硬，用了皮肤
药也不管用。听说市级专家来
义诊，李凤兰便早早的来到大
集上，想问问专家怎么办。

“有些药患者也会自己买
来涂抹使用，但多数使用的方
法不对。”济南市皮肤防治医院
的主治医师史克实介绍，同样
的药品，是否恰当使用会对药
效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患者
自己选择药品购买，但还应尽
量在医师的指导下使用。“有些
患者对某些皮肤病不太上心，
认为对生活影响不大而不愿就
医，但应谨防皮肤病恶化”。

在康复科义诊处，李爱华
医师正为一名患者往耳朵上

贴耳血压豆，以缓解治疗患者
高血压、高血糖、颈肩疼痛等
症状，同时，专家也向患者仔
细讲解一些按摩动作，供辅助
治疗。

据了解，此次义诊活动由
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妇科、
康复科等十余位专家参加，医
务人员为群众进行血压、血糖
测量，和健康咨询等服务，并
针对春季多发病的儿童、老人

常见病进行用药及饮食指导，
对部分病症发放相应药品。同
时，济南市儿童医院的相关专
家为部分乡医进行了培训，受
到基层医务人员的欢迎。

章丘市卫计局工会主席
魏景祥表示，借助三八妇女节
到来之际，市级专家到乡镇大
集进行义诊，是今年春节过后
的第一次义诊活动，通过专家
与村民的面对面交流，使义诊

活动更“接地气”。
据了解，本次义诊活动中

时值官庄大集，吸引了大批群
众参加，济南及章丘的十几位
专家为300余名村民进行了免
费健康查体，检测血糖100余
人，免费发放治疗高血压、感
冒药物10余种。不少村民感
叹，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市
级专家“一对一”的诊疗和指
导，“真是太好了。”

本报3月2日讯（通讯员
章丘宣） 上班不“惜年”，收
心干实事。2月25日，春节假期
后的第一天，章丘市的各部门
单位迅速从“休假状态”转入

“工作状态”，章丘市、镇、村三
级千余名干部齐聚一堂，共商

“三农”发展大计，以实际行动
点响了新春的“开门炮”。

开班即开实干会，谋划推
进“三农”工作已成为惯例。从
正月初四到初六，章丘市的主
要领导就带队赴村开展“三
农”大调研活动，听取干部群
众心声，20个镇街无一遗漏，
为今年“三农”工作把脉问诊，
点响新春的“开门炮”。

初六虽然还在假期，但不少

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已经到岗到
位。初七一上班，看不到团拜身
影，拜年不如“拜工作”。早上7点
40分，章丘政务大厅各窗口的工
作人员就已各就各位，做好了为
市民办理业务的准备。“大娘，这
是您的卡和找给您的钱，您拿
好！”在交通局窗口，拍照、录入、
办卡，工作人员小景仅用了不到

十分钟的时间，就将办理好的免
费公交卡交到王大娘手里，并再
三叮嘱公交卡的保存和使用注
意事项。国税局窗口的工作人员
孟 庆 贞 也 迎 来 了 第 一 个 业
务——— 为双山的李先生办理车
辆购置税业务，“我和同事们都
是提前上班，图的是一上班就能
进入工作状态”。

市级医疗专家下乡送健康

村村民民大大集集上上享享受受一一对对一一诊诊疗疗

不少村民前来诊疗。

延伸阅读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石剑
芳 通讯员 阚静 张建） 市
民在外就餐时，不少商家只提供
消毒餐饮具，然而消毒餐饮具作
为市民直接使用的用品，在卫生
安全方面一直备受关注。日前，章
丘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组织卫
生、工商、食药、环保、公安等部门
对全市餐饮具集中消毒企业进行
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经过为期
半年的专项整治，全市包括新增
企业共有 1 2家通过验收，4 6家企
业被淘汰。

据了解，章丘市城镇餐饮服
务单位 2 8 8 9家，集中消毒餐饮具
日需求量在10000套左右。专项整
治前，全市取得营业执照的餐具
消毒企业只有23家。检查发现，各
单位普遍存在生产条件简陋、设
备简单 ,从业人员卫生安全意识差
和环境脏乱差等现象。

专项整治期间，各部门对餐
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的卫生制度、
生产经营场所卫生条件、流程布
局、卫生防护设施、从业人员健康
状况等进行了现场监督检查。要
求未经验收合格的餐饮具消毒单
位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按要求自
行整改。对于使用消毒餐饮具的
餐饮服务单位，要严格按照《食品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自行配置餐
饮具及消毒设备。经过为期半年
的专项整治，全市包括新增企业
共有 1 2家通过验收，4 6家企业被
淘汰。

章丘市2015年度“春风行动”招聘会安排表

序号 单 位 时 间 地 点 咨询电话

1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2月27日-3月4日（正月初九
至十四）节假日除外

章丘市人社局办公楼一楼大
厅招聘区

83222555
83211471

2
人社局、明水街
道办联合

3月4日（正月十四）
明水街道办门口(东海龙酒店
对过)

83222555
83225880

3 曹范镇 2月28日（正月初十） 曹范大集 83761125

4 黄河镇 2月28日（正月初十） 为民服务中心门口 18754111179

5 绣惠镇 3月1日（正月十一） 镇政府门口 83487866

6 普集镇 3月3日（正月十三） 普集大集 83865699

7 水寨镇 3月3日（正月十三） 水寨大集 83550222

8 枣园街道办 3月3日（正月十三） 政府门口 83657668

9 龙山街道办 3月6日（正月十六） 龙山大集 83625367

10 高官寨镇 3月6日（正月十六） 为民服务中心门口 83585369

11 埠村街道办 3月7日（正月十七） 政府门口 83710757

12 宁家埠镇 3月9日（正月十九） 宁埠大集 83420156

13 刁镇 3月9日（正月十九） 刁镇农贸市场 83523678

14 文祖镇 3月10日（正月二十） 文祖大集 83744003

15 官庄镇 3月10日（正月二十） 官庄大集 83808500

16 圣井街道办 3月11日（正月二十一） 寨子大集 83681080

17 相公庄镇 3月10日（正月二十） 相公大集 83288712

18 垛庄镇 3月12日（正月二十二） 垛庄大集 83781015

19 辛寨镇 3月12日（正月二十二） 辛公社大集人社中心门口 83544722

20 白云湖镇 3月12日（正月二十二） 娥女村大集 83453538

21 双山街道办 3月13日（正月二十三） 白泉大集 8332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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