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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餐厨垃圾将实施统一无害化收运处置

擅擅自自收收运运餐餐厨厨废废弃弃物物最最高高罚罚33万万
本报聊城1月12日讯(记者

张召旭 ) 记者从聊城市城
市管理局获悉，日前，城管局下
发了关于对餐厨废弃物实行统
一收运处置的通告，根据规定，
城区餐厨垃圾要实施统一无害
化收运处置。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环境卫
生管理，规范餐厨废弃物收集、
运输、处置行为，保障市民身体
健康，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根据

《聊城市城区餐厨废弃物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确定在聊城
市城区范围内全面实施餐厨废
弃物统一无害化收运处置。

根据规定，城市规划区内

所有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酒
店、餐厅、宾馆、单位食堂、食
品生产加工单位和个人)所产
生的餐厨废弃物将纳入集中
无害化收运处置体系，餐厨废
弃物的收集、运输、处置由经
公开招标中标的聊城市环科
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采
取定点、定时、上门收集的方
式进行，保证餐厨废弃物日产
日清。

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应
与聊城市环科餐厨废弃物处理
有限公司签订餐厨废弃物收集
运输协议，约定餐厨废弃物的
数量、收集种类、收集时间、收

集地点等内容，并将协议及餐
厨废弃物处置情况报市城市管
理局备案。

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应
当将餐厨废弃物放入专用收
集容器；不得将餐厨废弃物与
其他垃圾混倒或者排入排水
管道、河道、公共厕所、公共场
所处。

自餐厨废弃物实行统一收
运处置之日起，任何未经市城
市管理局许可的单位和个人，
禁止从事有关餐厨废弃物的收
运、处置工作。对于违反的单位
和个人，由市城市管理局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将餐厨废弃物交由未签订
经营协议的单位或者个人收集
运输、处置；未与聊城市环科餐
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签订收
集运输协议；未将餐厨废物放
入专用收集容器的，由市城市
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对单位处3000元以上2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市民若发现违规收运餐厨
垃 圾 ，可 拨 打 电 话 0 6 3 5 —
8311262进行投诉。

聊城餐厨垃圾处理厂已正式投用

2015年12月，聊城市首家
餐厨废弃物处理厂正式投用，
整个餐厨废弃物处理工程占
地28 . 5亩，总投资9978万元，设
计日处理能力100吨。

餐厨垃圾处理厂包括收
运系统、预处理系统、湿式中
温厌氧系统、沼气处理及利用

系统、沼渣处理系统、沼液处
理系统及除臭系统。其中预处
理工艺流程为:接收输送+除杂
筛分+破碎制浆分选+油脂分
离 ,分离出的杂质经分拣金属
后送至附近的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进行焚烧处理 ,经提油
后的物料送至厌氧系统进行

发酵处理。厌氧发酵工艺为中
温发酵 ,每天产生约7000立方
米沼气,送至垃圾发电厂助燃。
产生的沼液与垃圾发电厂产
生的渗滤液合并处理后达标
排放。沼渣经板框压滤机脱水
后送至垃圾发电厂进行焚烧
处理。

整个餐厨废弃物处理工
程占地28 . 5亩，总投资9978万
元，由聊城市环科餐厨垃圾处
理有限公司以BOO方式承建
并运营，设计日处理能力100

吨。目前该处理厂已经正式投
用。

(张召旭)

新闻延伸

高唐县公布2015年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

33企企业业对对食食品品““生生日日””动动手手脚脚
本报聊城1月12日讯 (记

者 焦 守 广 ) 无证经营食
品、伪造生产日期……近日，
高唐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对外公布2015年食品药品行
政处罚案件，共25起，其中3家
企业是因伪造、虚假标注食品
生产日期而“吃”的罚单。

对外公开的处罚信息显
示，违法企业和主要违法事
实为，食品违规：金豆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大豆
拉丝蛋白”无食品生产许可
证；宏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 鸡 蛋 煎 卷 ”伪 造 生 产 日
期；易初康源无证经营食品；

高唐县职教教育中心销售无
标签预包装食品；金阳光伟
业食品饮料厂“阿胶大红枣”
无食品生产许可证；顶佳调
味品有限公司未经许可从事
食品生产；新丽长生果食品
厂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
日鑫食品有限公司冒用他人
厂名、厂址从事食品生产；振
华食品有限公司“李振华驴
肉”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申广
食品加工厂生产的“森广驴
肉”虚假标注生产日期；金朝
食品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的泸
州老窖包装与实际内容不符；
潘佳肉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潘佳驴肉”未标注生产日期；
宏味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膨化食品不合格；航翔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膨化食品不合
格；山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限
公司青银路高唐分公司经营
未检疫白条鸡；房老大肉食批
发店经营卤肉制品不合格；柴
王饭店销售不合格馒头；三十
里铺张记家常菜馆销售不合
格豆腐皮；神圣山羊餐厅九九
宾馆销售不合格五香酱菜；众
和调味品有限公司“陆发老
抽”省监督抽查不合格；顺佳
园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月饼
不合格；圣康食品厂生产的月

饼不合格。
药品违规：时风集团职

工门诊违规进药；杨屯乡康
泰大药房销售假药；鱼丘湖
诊所违规进药。

本次处罚共涉及25家企
业 (个人 )，其中3家企业是因
伪造、虚假标注食品生产日
期而受罚。按照《食品标识管
理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伪造或者虚假标注食品生产
日期和保质期的，责令限期
改正，视情节处以5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造
成后果的，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本报聊城1月12日讯(记者
凌文秀 ) 记者在采访聊城

仁爱医院妇产科专家张凤金主
任时了解到，卵巢虽小但是它
却很重要，它是产生卵子并排
卵、内分泌激素、平衡内分泌的
重要器官，卵巢肿瘤多发生于
内分泌旺盛的生育年龄。临床

上最为常见的卵巢囊肿症状是
腹围增粗、腹内有肿物，女性常
常会感觉到自己的衣服或腰带
显得紧小，才会注意到腹部增
大，或者是偶然间发现的。抚摸
或者按住腹部时可以发现腹部
有肿物，常出现腹胀不适的现
象。

聊城仁爱医院引进宫腹腔
镜微创技术切除的范围与开腹
手术相等同，但同时还具有对
盆腹腔内环境干扰少、手术损
伤小、术中出血少、胃肠功能恢
复快、疼痛指数低、住院时间短
等优点，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特别是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腹

壁上仅留下几个小小的微创疤
痕，不会给她们今后的生活带
来阴影。患者通过接受微创手
术可以治疗子宫肌瘤、卵巢囊
肿、多囊卵巢综合症、卵巢巧克
力囊肿、宫外孕、不孕症、盆腔
粘连等各类疾病，让您重拾健
康。

医学界的微雕艺术——— 宫腹腔镜微创技术

美术品经营

要备案登记

本报聊城1月12日讯(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韩银亮 徐
胤) 根据省文化厅安排，聊城下
发通知自2016年1月至5月底，开
展为期为5个月的美术品经营市
场备案统计和执法检查活动。

通知要求各县市区文广新
局，在活动期间对已获有工商营
业执照的美术品经营单位进行备
案登记，并录入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办公系统。对于没有获得工商
营业执照的美术品经营单位，告
知尽快到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领营业执照并报各县市区文广
新局备案。同时，要求各县市区文
化市场执法单位按照《互联网文
化管理暂行规定》，对利用互联网
从事艺术品生产、传播和交流的
经营单位开展经营许可核查工
作，并督促符合条件的经营性艺
术品网站及时到省文化厅办理审
批手续。相关执法部门将继续跟
进核查，对于逾期未办理审批手
续的，将按照规定予以查处。

此次美术品经营登记备案和
执法检查活动的开展，将进一步
促进全市美术品市场监管和执法
的规范化、信息化建设，确保美术
品经营市场管理信息的畅通。

游戏游艺场所

经营监管加强

本报聊城1月12日讯(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韩银亮 徐
胤 ) 近日，聊城根据有关要求，
下发通知安排部署游戏游艺场所
经营管理工作。

通知明确要求，各县市区文
广新局要严格执行审批程序和审
批条件，规范审批行为。在批准、
颁发娱乐经营许可证时，必须严
格核查营业执照、场所权属证明
等材料，进行实地检查、公示、听
证等程序，不得增加内容和无故
不予受理游戏游艺场所经营场所
的申请。各县市区文化市场管理
部门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的监管
力度，采取常态化检查机制和随
机抽查机制相结合，实施签订守
法承诺书书、明确责任人等措施，
探索建立“黑名单”监管等方法监
管、引导、督促游戏游艺场所合法
经营。

另外，各县市区文化行政部
门和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加强游戏
游艺场所经营管理，打击赌博等
违法犯罪行为，重视行业协会的
桥梁作用和自律约束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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