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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商商质质监监合合二二为为一一接接手手市市场场
新的市场监管局将承担质量监管市场秩序等职能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王
帅 通讯员 郑婷) 近日，记者
获悉，章丘市人民检察院开通微
信、微博“双微平台”，将打造检务
公开新平台，搭建检民联络新桥
梁，做好“指尖上的群众工作”。

据了解，章丘市检察院为适
应人民群众对新媒体信息的需
要，拓展“发声渠道”，日前开通
了官方微博、微信。其旨在收集
社情民意，了解社会各界对检察
机关的新要求新期待，发布法律
咨询、便民举措、办事指南。同
时，“双微”将结合检察职能和典

型案例，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宣
传，深化警示教育，并通过了解
网民的诉求，引导网民以正当方
式、按照正当程序表达诉求，解
决实际问题。检察机关也将通过

“双微”，收集网民对检察工作的
意见建议，接受社会监督。

据介绍，章丘市检察院官
方微博、微信开辟工作动态、检
察人物、检察故事、检务公开、
廉政视窗等栏目。网友可登录
新浪微博搜索“章丘检察”或登
录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章丘市
人民检察院”关注。

章章丘丘检检察察院院开开通通““双双微微””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石剑
芳 通讯员 隋红玉) 近日，章
丘市召开国家级艾滋病综合防治
示范区建设启动会议，特邀山东
省内艾滋病防治专家进行艾滋病
防治工作的专题培训。

据了解，2014年，章丘市被国
家卫计委确定为第三轮全国艾滋
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山东省第一
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
周期为五年(2014一2018年)。从相
关部门报告资料来看，章丘市艾
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状态，感染
者中外地户籍人员占多数，本地
户籍感染者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目前，章丘市已建设 6家艾
滋病筛查实验室、23家艾滋病快
速检测点和3家自愿咨询检测门
诊，形成了市、镇、村三级相互配
合的工作模式，并收到了良好效
果。

章丘艾滋病疫情

处低流行状态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王帅)
19日，记者获悉，章丘市食品药

品监管局安排对全市“五角零食”
展开监督检查，并抽样15批次进行
检验，消除学校周边食品安全隐
患，保护孩子的饮食健康。

19日上午，食药监部门工作
人员对山泉路、汇泉路路段学校
周边的个体零食摊铺进行了检
查，同时，工作人员现场为学校领
导和零售业户讲解“五角零食”的
危害，提醒注意食品安全。

据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工作人
员介绍，“五角零食”主要配料大
都是面粉、水、食用油、辣椒和味
精等，剩下的基本为阿斯巴甜、甜
蜜素、脱氧醋酸钠、辣椒红、诱惑
红、焦糖色素、食用香精等各类食
品添加剂。这些食品包装简陋，印
制图案鲜艳，虽然味道诱人，但实
际的营养含量很低。

下一步，食药监部门将做相
关的计划和部署，逐步让“五角零
食”退出市场。通过对接学校，在
中小学内开展食品安全教育，普
及食品安全知识，让学生充分认
识到“五角零食”等问题食品的危
害。通过与教育部门的联合，在学
生家长会上为家长讲解食品安全
的重要性，不再为孩子购买此类
高危食品。同时，食药监部门将加
大对相关食品批发市场的监管力
度，从源头上控制“五角零食”的
质量，将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食药部门严查

“五角零食”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王
帅) 3月16日，章丘市市场监
督管理工作会议召开。据悉，本
次会议是章丘市工商部门与质
监部门合并后，新组建的市场
监督管理局组织的第一次全体
人员大会。

据了解，2月15日，章丘市
工商、质监两部门正式合并为
章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3月6
日，章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
行了挂牌仪式。

“当前，市场监管局的首要

任务是尽快理顺关系，熟悉业
务，缩短磨合期，实现无缝衔
接。”章丘市市场监管局局长高
伟表示。除此之外，市场监管局
将进一步完善制度，理顺机制，
从思想、业务、人员、组织、行动
等五方面实现真正融合。

章丘市市场监管局组建
后，将承担起全市质量监管、主
体准入、市场秩序、消费维权、
特种设备监管等多项职能。高
伟指出，“组建市场监管局是我
市行政体制改革和强化市场监

管工作的一项重大实践，表明
了市委、市政府对市场监管工
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整
合后，两部门不是1+1=2的简
单合并，而是将充分强化市场
监管工作职能，有效整合市场
监管工作的资源和力量，优化
机构设置，减少职能交叉，顺畅
内部运行，进一步理清部门职
责界限、畅通部门运转机制，提
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管理水
平，发挥出1+1>2的效果。

改革前，工商、质监两部门

业务分属两个领域，各不相同。
相对而言，原工商部门在监管
力量、监管网络上具有优势，原
质监部门在专业技术、专业知
识上具有优势。两部门整合后，
市场监管局将尽快推进知识技
术与执法力量的结合，抓紧整
合原工商、质监两部门的服务
资源、力量和职能，努力优化工
作流程，加强内部衔接，实现优
势互补，促进全面履职，为加快
科学发展、建设美好家园做出
更大贡献。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晨光 ) 3
月10—13日，章丘市旅游局
谋计于春，带领有关景区、旅
行社一行 10人赴天津、石家
庄，邀请当地 60余家最具实
力的组团社及部分媒体代表，
举行山东章丘市(天津)旅游
推介会及石家庄旅游推介会。

据悉，此次推介会本着
“扩大宣传、真诚合作”的原
则，将最全面的景区建设、市
场营销、节事活动、旅游购物、
旅游接待等信息，最优惠的合

作政策等打包发布，引起与会
津冀旅游界及媒体记者的广
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千年古
县泉水奇观——— 山东章丘”深
深印在每位与会嘉宾的脑海。
天津信捷国际旅行社、隆顺达
国际旅行社、金圣国际旅行社
以及石家庄河北环球旅行社、
大华国际旅行社、石家庄国际
旅行社、金色假日等旅行社老
总纷纷表示，愿积极推广章丘
旅游，力争列入今年山东游常
规线路，并表示将于近日组织
到章丘踩线考察。

章章丘丘远远赴赴津津冀冀卖卖旅旅游游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张建 ) 又到
开学季，章丘各校已全面开学。
为给师生们提供一个健康的学
习生活环境，3月17日起，章丘
市卫生监督所针对章丘市187
所学校开展学校卫生专项监督
检查。

“你的店内没有《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不具备营业资
格，请你马上停止营业，并于三
日内到章丘市卫生监督所办理
相关业务。”在公共场所的检查
中，工作人员发现大学校园内
一些商店、理发店和餐饮店心
存侥幸，没有办理《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工作人员现场下达
卫生监督意见书，勒令该公共
场所限期整改。同时，工作人员
在现场还指出校园内不少店卫
生设施不足，尤其是校园理发
店的毛巾消毒桶、理发工具消
毒柜以及毛巾保洁箱等基础设
施不完备。

“我们此次检查的依据就
是校园公共场所的相关证件是
否完备，一旦发现商家不能提
供《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就
立即责令其停业整改，坚决杜

绝无证营业的现象。”章丘市卫
生监督所所长于燊还表示，“春
季是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应
根据相关条例，定期开展学生
健康体检。”另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在传染病防控措施检
查中，还有不少学校没有做到
定期为学生体检。

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重点
是学校传染病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情况、
教学环境卫生、学生宿舍等生活
场所卫生管理情况。检查过程中
将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和学
校卫生工作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标准要求，对不合格情况下

达卫生监督意见书，并责令相关
负责人限期整改。

下一步，章丘市卫生监督
所将加强与教育部门沟通，针
对检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复
查，严格规范学校卫生管理工
作，排除卫生隐患，为广大师生
创造一个安全卫生的校园环境。

118877所所学学校校卫卫生生专专项项检检查查
重点检查传染病防控措施落实、生活饮用水卫生等

挂牌后的章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作人员检查学校供水井。

工商、质监成
一家了。 2月 15日，
章丘市工商、质监两
部门正式合并为章
丘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新组建的市场
监督管理局将承担
起全市质量监管、主
体准入、市场秩序、
消费维权、特种设备
监管等多项职能。

3月 16日，由重庆市委宣传
部、市外经贸委、市外侨办联合重
庆广电集团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等媒体推出的讲述重庆人闯荡世
界、创业拼搏故事的“逐梦他乡重
庆人”大型人物故事寻访的采访
用车车贴设计征集活动新闻发布
会在重庆举行。潍柴英致汽车旗
下英致G3作为该活动的采访专
用车的彩绘图案(车贴)征集将分
为征集初选、网络投票、专家评审
和公布结果四个阶段，征集的英
致G3彩绘图案(车贴)于4月16日
发布。

据悉，截至目前，社会各界人
士推荐的人物线索超过330个，活
动将用两年的时间遍布大江南
北，包括重庆人家喻户晓的重庆
籍刘晓庆、蒋勤勤、田亮、陈坤、孟
非、黄健翔、陶红和卢奇等众多明
星。

逐梦他乡重庆人

采访用车车贴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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