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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泰7月9

日讯(实习记者 巩
克通) 新泰市中医
院通过泌尿外科官
方微信平台发送义
诊活动预告，针对夏
季常见高发的泌尿
结石病，集合最强实
力的专家资源现场
坐诊，免费为患者做
B超检查。还延时服
务，满足市民需要。

9日上午9点，记
者来到新泰市中医院，
一进门就被楼前免费做
B超的条幅所吸引。在三
楼泌尿外科，不少市民
排队等候检查。“我早上
八点钟就过来了，本来
以为来的挺早的，结果
还有人比我更早。”排队

的王女士说。
据了解，本次义诊

是由新泰市中医院泌尿
外科官方微信平台组织
的首场免费B超筛查结
石义诊服务。并为患者
开展结石疾病的防控宣
讲，提供权威治疗方案。
活动时间为9日-11日，

上午9点-10点，下
午3点- 4点，每天
限定名额50人。

据主办方透
漏，通过微信平台
报名参与义诊服务
的群众人数一日
就破百名，还不断
接到预约。原本计
划上午十点结束
的义诊，不得不延
时以满足市民的
需要。
预约方式：关注微

信号xintaizhongyinyuan
后，直接微信发送姓名+
联系电话即可预约(同
一个微信号可预约两个
名 额 ) 或 拨 打
13641116420咨询义诊
详细信息。

新泰市中医院免费做B超义诊
义诊持续三天时间

新泰市润洁餐具消
毒中心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 注 册 号 :
370982600403429)正本
丢失，特此声明。

7月4日，新泰三源家
电4周年店庆力邀山东电
视台著名主持人崔璀亲临
现场，为新泰的消费者砍
价签售。此次活动中，限量
砍价的产品在崔璀的砍价
下，最高的直降1000元。另
外，崔璀亲临卖场的签售
卡，就可以在活动价的基
础上再优惠百元。

很多市民一直以来
都迷信购买商品网价最
低，然而在4日参与新泰三
源家电4周年店庆的顾客
恐怕以后都不会这么认为
了。活动现场，砍价的消费
者纷纷通过手机搜索商品
网价进行对比，事后感叹
店庆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
划算了，奥克斯空调的价
格竟比网购便宜了400元。

现场成交的顾客李先
生说，之前就听朋友介绍
三源家电品牌全，价格实
惠，服务质量好，没恰逢4
周年店庆，按耐不住立即
现场抢购。李先生说，他抢
购了限量砍价的奥克斯空
调，与平时价格对比，少花
了1000元！

家住银河社区的王女
士应该说是此次三源四周

年店庆的最大赢家，
在店庆老顾客凭发票
参加抽奖的活动中，
赢得了一等奖！50寸
的液晶电视在欢庆的
锣鼓声以及鞭炮声
中送到了她的家门
口，“三源家电真是
老顾客的福音，以后
买家电就认准三源

家电了！”王女士说。
三源家电负责人介

绍，值此四周年店庆之际，
推出店庆狂欢零利巨献活
动！三源家电为了回馈顾
客，除了价格放到最低之
外，赠品力度也非常的大，
门口赠品堆积如山。黄金
转运珠、原汁机、挂烫机等
敞开送，很多顾客的赠品
都拿不过来！

崔璀亲临三源砍价
名嘴现场签名售机

前来义诊的市民朋友正在进行登
记 本报实习记者 巩克通 摄

顾客喜中一等奖液晶电视一台。

“红黑名单”定期发布

诚信记录一目了然

打开新泰市工商局政府
网站，可以看到右侧有一个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栏，新
泰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根据国家2014年发布的

《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
息公示暂行规定》建立起来
的“红黑名单”。“行政处罚公
示一栏，把所有行政处罚的
信息都在网上公布，一方面
给当事人曝曝光，另一方面
使得行政执法更加透明，目
前仅有黑名单，将来进一步
完善，还会把好的名优特产
都列进去。”

据了解，新泰市推行企
业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制度，
健全招投标信用信息公开和
共享机制，引导企业诚信经
营。建立司法公信责任制度，
深入推行“阳光办案”、“阳光
执法”。建立诚信“红黑名单”
定期发布制度，对诚信缺失
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制
定失信行为惩戒措施，建立
联合惩戒机制。对诚信企业
和模范个人进行嘉许，在行
政许可、资格认定、公共服务
等方面实行政策优待。

新泰市工商局企业注册
局工作人员介绍，根据《企业
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所有企
业的信息都要公示出来。如
企业未按规定进行信息公示
或者弄虚作假，则会被管理
部门纳入经营异常名录；若
满3年仍未履行公示义务，则
由国家或省级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将其列入严重违法企业
名单，并向社会公示。对进入
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企
业名单的企业将会在政府采
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
让、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予
以限制或禁入，失信者寸步
难行，守信者一路畅通。

“此前企业的经营信息
尤其是政府管理部门对企业
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
息，只在企业和相关部门内
知晓，在较小范围内传播。现
在要真正曝光，让所有人都
可以看到。”新泰市工商局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这项工作
正在进行，并逐步完善。

24人驻场监管市场

每天都要量化评分

8日，记者从新泰市工商
管理局了解到，从20个工商
所中抽调24名人员进驻城区
12个市场，对各市场进行驻
场式监管。另外抽调3名人员
组成市场巡查队，每天对市
场巡查，对驻场人员工作纪
律、市场秩序、环境卫生等进
行检查。

记者看到，市场巡查人
员人手一份《集贸市场管理
考核巡查表》，市场巡查队队
员告诉记者，依据《集贸市场
管理考核巡查表》，他们每天
都要对市场管理情况进行检
查，对驻场人员工作纪律、市
场秩序、环境卫生等履职情
况进行评分。每个周末针对
发现问题下发市场整治情况
通报，督促驻场人员严格履
行市场监管职责。

“商贸城小商品市场以
前存在店外经营、乱摆乱放、
卫生脏乱差等问题，工商人
员进驻加强管理后，比原来
好多了。”市场管理人员介
绍。

结合每个市场自身情
况，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市场
管理手段，做到勤补位、不缺
位、不错位。像青龙路、通天
街、朝阳等市场，这类市场本
身管理能力较强，该局充分
发挥市场自身管理机制的作
用，定期督促市场开办方就
环境卫生、摊外摊等问题及
时进行整治。像中心经贸、商

贸城等市场，市场自身管理
能力有限，该局专门安排工
商人员进驻市场，与市场开
办方一齐加大巡查监管力
度，就存在问题限期责令整
改，共同维护市场正常经营
秩序。

“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是督促经营户养成规范、自
律经营行为的最为直接有效
的手段。”新泰市工商局工作
人员介绍，驻市场管理人员
积极配合市场开办者，对城
区全部市场开展统一集中整
顿，增加巡查频次，发现不符
合市场管理制度问题就地实
施经济制裁。同时，充分发挥
市场光荣榜和曝光台作用，
对场内经营户的各种违章违
法行为和处理情况及时曝光
公示，督促经营户文明、卫
生、守法行为的自觉养成。

农资打假保春耕

严把玩具流通关

近期，新泰市工商局组
织开展了多项专项行动。其
中“农资打假保春耕”专项
行动，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
劣农资行为和坑农害农行
为，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
益，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
行。

新泰市工商执法人员
先后到翟镇农资供销社，西
张庄镇裕和盛商行、站军肥
料门市部等农资销售点，开
展红盾护农执法行动，对农
资经营户进行了全面摸底，
抽检化肥、种子等多种农
资。截至目前，共计抽查肥
料品种8个、250余吨，抽检
农资产品7个批次，排查农
资经营主体60余户，督促引
导2户农资经营业户办理了
营业执照。

3月份以来，工商局组织
执法人员对辖区内儿童玩具
市场进行专项执法检查，确
保儿童玩具市场消费安全。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
160余人次，检查相关市场经
营主体261户次，查处销售假
冒伪劣和不合格儿童用品7
件，对2家问题单位进行了督
导。

新泰工商局工作人员介
绍，此次行动以商场、超市、
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学校周
边小卖店等为重点场所，以
儿童服装、玩具、童车、儿童
安全座椅等儿童用品为重点
品种，逐户检查规范，组织网
格监管人员进行拉网式排
查。

加大流通领域儿童用品
质量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加强
对儿童用品质量的监管，重
点检查是否符合商品质量安
全标准，标签、警示标识是否
齐全，是否注明生产厂名和
厂址，是否在商品包装上配
有中文说明等。

梳理舆情动态关注度
高、消费者反映问题集中和
往年抽检不合格批次较多等
问题突出的经营场所和经营
业户，将其作为动态监测的
重点。现场检查经营者的经
营资质、经营范围、经营品
种，根据抽检计划逐个确定
抽检样品，严格按要求做好
现场检查笔录，做到底数清、
数据准、价格明。充分利用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开
质量抽检结果和行政处罚等
信息，通过对儿童用品违法
经营者的信用约束，逐步达
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
惩戒目的，更好地引导经营
者规范守法经营。

建立健全儿童用品入
市商品查验备案制度，促进
其诚信守法经营。开展消费
维权进校园活动，入校进室
宣传讲解识别假冒伪劣常
识，增强少年儿童消费安全
防范意识，普及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律法规，提升消费者
识假辨假和自我保护能力。

工商部门推进诚信建设

企企业业诚诚信信咋咋样样，，查查查查““黑黑红红””名名单单

挂失声明

诚信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尺，新泰市建立“红黑名
单”定期发布制度，全面推进诚信建设。在市场监管方面，抽
调专门人员进驻城区市场，安排定期巡查，全面监管市场行
为，建立诚信守法、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本报记者 陈新

开展学习用品专项检查。 通讯员 卫雅楠 摄

仲秋、国庆两节市场专项整治。 通讯员 卫雅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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