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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2日讯 (记者
吕增霞 通讯员 刘

小云 ) 为更好地落实东
营市创建省级食品安全
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印发的《餐具饮具集中
消毒服务单位现场督导情
况通报》和《创建省级食品
安全城市现场督导反馈
单》文件精神，2018年8月
30日，市卫生监督执法局
对东营区餐具饮具集中消
毒服务单位食品安全整顿
进行了督导。

2018年以来，东营区
依据《餐饮具集中消毒单
位卫生监督规范》，提出了

“打造出标杆单位，全面推
进东营区餐饮具集中消毒
服务单位规范化发展”的
工作目标，打造出标杆单

位，并以标杆单位为模板
全面展开，将原有的9家餐
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优化整合为4家，目前已改
造完成2家。市卫生监督执
法局采取了听取汇报和实
地查看等方法对厂房改
造、生产布局与工艺流程
升级和二次更衣、包装间
封闭、实验室建设等指标
进行了全面的督导和专业
技术指导，从督导情况来
看，全区餐具饮具集中消
毒服务单位规范化管理水
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下一步，市卫生监督
执法局将继续开展相关
督导和专业技术指导为
迎接省级食品安全城市
的考核验收打下坚实的
基础。

本报 9月 1 2日讯 (记者
徐文君 通讯员 庞海

霞 韩伟 ) 1 2日，记者从
市工商局了解到，近日，市
工商局、市发改委等 2 7个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
展“放心消费在东营”创建
工作实施方案 ( 2 0 1 8- 2 0 2 0
年 )》。方案对日用消费品、
食品消费、物业和装修服
务消费等十二个消费领域
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责任
划分，明确各责任单位应
承担的责任和各阶段的工
作目标，力争到 2 0 2 0年市
级、县级放心消费示范单
位达到700家以上，基本覆
盖主要消费领域、消费集
中 场 所 和 经 营 服 务 性 企
业，放心消费示范县 (区 )、
乡 镇 ( 街 道 ) 、社 区 创 建 取
得明显进展。

据了解，为开展“放心
消费在东营”创建工作，市

工商局开展流通领域商品
质量抽检。委托山东省产
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作为承
检机构，围绕与人民群众
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进
行商品质量抽检。截至目
前，共抽检各类商品6大类
2 0 8批次，涉及服装饰品、
家用电器、建筑装修装饰
材料等，已经出具初检报
告的有150批次。

开通手机APP消费投
诉举报系统。消费者通过该
系统既能实现在线消费投
诉举报，又能查看商家基本
情况、信誉信息和服务承
诺，还可以查阅消费法规、
消费知识、通知公告等信
息。在消费者、经营商户和
市场监管部门间架起一座
三方互通的信息桥梁，有利
于提高消费纠纷和解率和
消费者满意度。截至8月底，
全市共受理消费者投诉案

件240起，其中手机APP消费
投诉举报系统自5月底开通
以来共受理消费者投诉案
件44起。

联合发文形成创建工
作部门合力。明确创建目标
和责任分工，扎实开展消费
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行动。建
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
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响
应和协作机制，消除监管盲
点。强化消费维权大数据应
用。汇总整理分析每个月全
市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消
协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受理
的消费者投诉举报情况，形
成消费维权报告，通过新闻
媒体和市工商局门户网站、
东营工商微信公众号等向
社会公布，为新闻媒体、行
业组织、利益相关主体和
消费者共同参与对市场主
体的监督创造条件。

本报9月12日讯 (记者
杨文清 徐文君 通

讯员 潘冰 ) 为打造高
质量发展新引擎，让质量
成为发展新动力，东营市
黄河三角洲质检中心纺
织纤维检验所于9月12日
开展了实验室开放日活
动。活动邀请东营市技师
学院领导与学生60余人参
观纺织品实验室。

专业技术人员向参
加活动的学生详细讲解
了学生服及床上用品的
各项专业知识，演示如何
鉴 别“ 毒 校 服 ”、“ 黑 心
棉”，展示了先进的仪器
设备，并对老师和学生提
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现
场解答。“质量月”期间，
充分发挥纤检职能，提升
中小学生学生服等纺织

纤维制品质量安全意识。
在参观实验室过程

中，学生认真听取专业技
术人员的讲解，并表达自
己的所思所想，专业技术
人员给予耐心的解答。在
谈及“毒校服”时，学生对
自己的校服服装表示担
心，专业技术人员告诉大
家，东营市的学生校服大
家都可以放心穿着，都由
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检
测通过后发到大家手中，
给学生们吃了定心丸。

此次活动加深了与
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交
流，展示了实验室检验检
测能力，提升了在校学生
质量安全意识，让更多的
群众参与到质量活动中
来，使“质量月”更加深入
人心。

第29届“国际净滩日”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为保护海滩献出一份力量

开展“放心消费在东营”创建工作
截至8月底，全市共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240起

志愿者在捡拾垃圾。 本报记者 郭小雨 摄

本报 9月 1 2日讯 (记者
郭小雨 ) 今年的 9月 1 5

日是第二十九届国际净滩
日，为增强全民环保意识，
呼吁广大市民为保护海滩
做出一份努力，9月1 2日上
午，由共青团东营市委、山
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主办的第2 9
届“国际净滩日”志愿服务
活动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启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由与
会的100余名志愿者共同清
洁黄河口自然保护区，用自
己带的捡拾工具和垃圾袋
在黄河边片区捡拾垃圾。

共青团东营组宣统战
部副部长李扬表示，“这次
系列活动的开展是为了号
召大家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大美湿地城市’是生
态文明的一部分，希望大家
能更加关注生态、关注环
境。”李扬告诉记者，此次国

际净滩日的活动本来是选
择在清风湖进行的，后来还
是定在了黄河三角洲自然
保护区的黄河岸边，“这一
次国际净滩日，所有沿海城
市都在开展活动，东营位于
黄河入海口，选择在黄河
边，对东营来说更具有代表
性和意义。”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净
美黄河口，公益在行动”为主
题，旨在通过倡议活动、捡拾
垃圾、中小学作文比赛等方
式，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一股
关爱母亲河、关注身边环境
的热潮，倡导社会各界行动
维护洁净海滩环境。同时通
过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树
立东营良好城市形象、传播
东营文明城市的良好口碑。

作为黄河入海口所在
地的重要海滨城市，良好的
海滩环境代表着东营这片
共和国最年轻土地的对外
形象。净滩，不仅是公益环

保也是文明行动的传递。爱
心单位约3 0 0多位志愿者，
走近大美黄河口，参与净滩
公益活动，参观入海口风景
区、感受海河交汇奇观。

小水滴公益负责人李
磊磊作为志愿者代表宣读
了倡议书，李磊磊说，“我是
在加入公益组织之后才知
道有‘国际净滩日’的，我们
有责任保护黄河、保护水
源。之前还有世界环境日的
健步行，平时志愿者们在清
风湖、悦来湖等附近捡拾垃
圾。开展活动分两部分，一
部分是成人，让孩子们上行
下效，一部分是学生，从学
生抓起，学习这些课堂中学
不到的知识，让学生从小就
有保护环境的意识。”

国际净滩日系列活动
的开展，全方位展现了东营
良好的生态环境，推广了东
营旅游名片，展示了东营志
愿者之城的巨大魅力。

东营区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
由九家优化整合为四家

东营市黄河三角洲质检中心纺织纤维检验所

开展实验室开放活动

专业技术人员讲解。 本报记者 杨文清 摄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