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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交通管理实行记
分制，自明年 1月 1日起郑州
市惠济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也将实行记分制。日前，记者
从郑州市惠济区市场监管局
获悉，经过近 3个月的反复研
究、论证和修改，《郑州市惠济
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记分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
形成定稿，将于近日向辖区食
品药品经营者公布，并自2020
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按照该《办法》，餐饮服务
提供者、药品经营者获得食品
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发证之日
起，每 12个月为一个记分周
期，每两个月检查一次。市场
监管部门依据以下规定进行
记分：以食品药品监管法律法

规为依据，结合食品药品安全
风险评估的严重程度，进行记
分，一次记分的分值为 1分；
餐饮服务提供者、药品经营
者同一种行为涉及检查表两
项以上记分标准的，应当按
照最高分值的条款记分，不
重复记分。

市场监管部门依据餐饮
服务提供者在记分周期内的
记分情况实施量化分级评定
管理，并按照以下规定评定其
等级：本年度记分周期初始，
尚未被记分的，初始列为 A
级；本年度记分周期内累积记
分达到6分的，降为B级；本年
度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
12分的，降为C级。

餐饮服务提供者被降为C

级的，应依据《食品生产经营日
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主动停止一切经营行为
开展整改。整改结束后，由市
场监管部门验收合格，对其等
级进行调整后，方可开展经
营。如未停业整改，市场监管
部门将依据《食品安全法》有关
规定进行处罚，并向社会公告。

据悉，在该《办法》正式施
行之前，郑州市惠济区市场监
管局将采取多种措施向辖区
餐饮服务提供者、药品经营者
广泛宣传普及《办法》的有关
内容，争取赢得辖区广大餐饮
服务提供者、药品经营者的理
解和支持，共同筑牢全区食品
药品安全防火墙。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苏博

树文明观念 做文明市民 展文明形象

惠济区持续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为引导大家自觉树立文明观念、争当文明市民、展示文明形

象，惠济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精神文明建设
战线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公民
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记者 蔺洋

本报讯 近日，惠济区城
市综合执法局就对辖区一处
建筑工地施工单位的拒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进行
了加倍处罚。在惠济区新城
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河南某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施工
方，自去年 9月起，就屡次在
施工过程中出现扬尘污染
问题，惠济区执法局通过多
次走访调查取证，对其在施
工中出现的违反规定进行
施工作业的行为进行了立
案，并于同年 11月做出了罚
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河南某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却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
书后表现得漠不相关，在法
定期限内既不履行行政决
定，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在经过了多次
的催告后仍是拒不履行，区
执法局于今年依法做出了
加处罚款的决定，并向惠济
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执行申
请书。近期，在法院合法性

审查期间，河南某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自觉接受了处罚，
缴纳了原处罚金额和加处罚
金额共计20万元。

惠济区控尘办督导组长
李征说：“施工扬尘是 PM10
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
项目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和监理单位在项目推进的同
时，一定要按照‘8个 100%’
的要求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工
作。在今年秋冬季管控和大
气污染治理攻坚时期，惠济

区控尘办会加大督导和巡查
力度，对多次或出现严重问
题的项目，一律移交执法机
关，并给予信用惩戒。”惠济
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副大队长
李涛说：“面对无故拒不履行
处罚决定的企业或个人，我
们绝不会助长他们的无知和
无畏。我们会用好法律武
器，严厉打击污染行为，打好
蓝天保卫战。”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张铮 文/图

惠济区持续以“三基地一窗口”
建设等为主题，倡导区党员干部、群
众积极参与文明建设活动。结合当
下推广热点，依托微信公众平台，上
线垃圾分类互动游戏，全区各单位
利用 LED显示屏滚动播出宣传内
容，利用微信转发摒弃不文明行为
动画，依托惠济发布转载《向不文明
行为宣战全民行动倡议书》等。组
织各镇办开展“公共文明素养社区
行”“文明行为大家谈”等活动。为
进一步优化城区道路基础设施，持
续强化文明交通效果，制订《惠济区
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
治理工作方案》。

定期对“文明素养提升”工作
的实施情况进行自查总结，确保工
作得到有序促进和全面落实。通
过采用“1+4+N”模式，点、线、面结
合，组建 17支专业志愿服务队、11
支区域志愿服务队，让志愿者服务
全区域全覆盖。以“志愿郑州”管
理服务平台为依托招募群众志愿
者，截至目前已新增在册志愿者
2400余名，线下志愿者 2000余名。
“绿城妈妈”“绿城啄木鸟”“绿城春
雨”“红孩子”等各路志愿服务者通
过深入不同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
活动宣传文明建设。绿城春雨文
化志愿者组织开展“文明素养提升
社区行”活动，覆盖 3个镇（街道）6
个社区。区文明办组织辖区志愿
者参加文明交通四季行、“绿城使
者”综合培训等各项培训。

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惠济区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累
计达 120场次，参与群众达 18000
人次；组织全区心理咨询师培训 4
场，学生团体训练 1场，参与人数
170余人；开展童心向党歌咏比赛
等活动。扎实做好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工作，2019年古荥实验小
学、古荥小学、老鸦陈小学、杜庄小
学分别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3
万、5万、4万、3万已拨付至各单
位，并实地督导专款专用。双桥小
学、金洼小学、京水回民小学、苏屯
小学分别获得 3万元省级专项彩
票公益金已拨付至各单位，并实地
督导专款专用。通过实地考察，协
调师家河小学、薛岗小学申请入库
市级专项资金支持的乡村学校少
年宫。

持续做好文明单位、文明校
园、文明村镇、文明景区创建工
作。惠济区现已完成辖区 60余家
文明单位（校园）、1家文明村镇、1
家文明景区的指导工作。

今年以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要求
严。惠济区文明办自4月份开始，针
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行每日
督查，现已发出 100余份交办通知
书，口头交办问题300余个。

区文明委在11月下发《关于惠
济领导干部督导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个点位全面提
高站位，结合测评标准，深入实地督
促指导，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惠济区食药安全监管将采取“记分制”
餐饮店记分达12分需停业整改

扬尘管理不尽责 心存侥幸不履行 加倍罚你没商量

本报讯 为做好扬尘、
大气污染防控工作，惠济区
城市管理局环卫工及车辆不
遗余力做好每日清扫保洁。

环卫工坚持“一日两
扫，全天保洁”制度，坚持日
查日改，集中整治。对惠济
区政府周边、PM2.5监测点
等重点区域道路采取扫、冲
结合、吸扫联动形式，合理
调配作业车辆，确保道路无
浮土无扬尘。垃圾车一天
两次对路段垃圾进行收集，

并且严禁环卫工焚烧垃圾、
树叶。此外，每日还出动机
械作业，包括洒水车、推洗
车、机扫车、吸尘车等。2019
年以来共出动机械化作业车
辆 3万多台次，清扫道路达
18.24亿平方米，冲洗道路
3.02 亿平方米，洒水面积
23.92亿平方米，出动吸尘车
2392台次，吸尘面积7650万
平方米，清理垃圾3.17万吨。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宋璐 张凯 文/图

加强道路扬尘治理 不遗余力做好每日清扫保洁工作

■大气污染防治

新城街道办事处固城村
顺利实现安置房回迁

本报讯“今天我们全家大早
上就过来了，到安置房现场看了一
下，非常满意，抽签选房都公正公
开，这样的分房方式我们很赞成。”
分房现场的固城村一组村民激动
地说道。

12月 25日早上 7时，新城街道
固城村一期安置区前彩旗飘飘。
经过 3年多的时间，固城村一期安
置区终于完工了，乡亲们可以搬回
自己的家了。这一天，对于固城村
村民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分房前期，经过街道办事处、
村多次召开联席会议专题研究，村
党支部运用“4＋2”工作法，征求意
见、充分酝酿研究，12月13日，一期
安置区分房方案顺利通过。分房
前两天，街道还组织抽调人员进行
分房实景模拟，熟悉工作流程，对
房型组合区、抽房区、房源确认区
等关键环节全部责任到人。在分
房现场设立秩序维护组、后勤保障
组等保驾护航，对选房现场全程拍
照、录像,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贯
穿始终。

分房启动仪式结束后，回迁群
众通过验证身份—分区排队—换
取号牌—抽签选房—房屋登记等
环节，有条不紊地进行。到场的村
民赵先生也高兴地说：“这下领完钥
匙，俺们就可以住新房了。以后条
件肯定会改善，卫生条件也会改变，
俺们都成了标标准准的市民了。”

据了解，本次固城村一期安置
区占地面积 40余亩，建筑面积 7.7
万平方米，建设住宅5栋，此次回迁
涉及群众 438户，共计 618套房。
其中99.94平方米两室的约135套，
100平方米三室的约260套，110+40
平方米子母房约79套，144平方米四
室约144套。安置区内环境绿化优
美、配套完善，圆了该村群众从农民
到市民、从农村到城市的的安居梦。

新城街道辖区 9个行政村，拆
迁改造的共计 7个。截至目前，顺
利完成辖区毛庄村、东赵村、贾河
村、固城村的回迁工作，其他各村
安置建设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中。
记者 蔺洋 实习生 王安然
通讯员 孟刘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