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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全力推进“垃圾分类进校园”工作
60所幼儿园、中小学被确定为全市第一批垃圾分类试点校园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文明镜鉴镜鉴

青城眼
编委编委：：黄涵琦黄涵琦 编辑编辑：：李霞李霞 田园田园 美编美编：：张静雯张静雯 校对校对：：田园田园 一读一读：：张志君张志君2021年10月27日 星期三

第第756756期期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6

土左旗持续集中清理整治占道经营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为进一
步加强食用植物油生产经营监管，
保障食用植物油质量安全，市市场
监管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
的食用植物油违法添加乙基麦芽
酚 等 香 料 、香 精 问 题 专 项 整 治 行
动，坚决打击违法行为，确保产品
质量安全。

此次整治行动对全市食用植物
油生产企业和生产加工小作坊进
行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生产企业是
否采购食用乙基麦芽酚等香料、香
精；检查是否对购入的植物原油、
植物油作为原料进行乙基麦芽酚
等香料香精项目检验；经营者是否
落实食品安全自查和进货查验、索
证索票制度及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方案等，督促经营者切实履行质量
安全主体责任。

要求基层市场监管部门高度重
视专项整治，结合本年度监督抽检
计划，重点加强对食用植物油生产
加工集聚区以及批发市场、集贸市
场和农村牧区产品的监督抽检，有

针对性地对产品进行抽样。对监
督 抽 检 不 合 格 产 品 ，开 展 核 查 处
置，对检出 3 批次及以上不合格样
品的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和生产
加工小作坊进行责任约谈，确保做
到“风险控制到位、原因排查到位、
整改落实到位、行政处罚到位、信
息公开到位”。

严格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
最严”要求，针对监督抽检、监督检
查、投诉举报等问题线索深入开展
调查，加强源头追溯。严查乙基麦
芽酚等香料、香精购进以及食用植
物油生产、销售等各环节违法添加
情况，对发现的违法添加乙基麦芽
酚等香料香精、掺杂掺假等行为，
依法从重从严处罚；对涉及外埠的
及 时 通 报 或 移 送 ，实 现 全 链 条 打
击，彻底摧毁违法生产销售网络；
对 涉 嫌 犯 罪 的 ，及 时 移 送 公 安 机
关，坚持落实“处罚到人”；对大案
要案，及时报送重大案件信息，实
行挂牌督办，确保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

本报讯（记者云静通讯员周楠）为
切实改善土左旗台阁牧镇道路通行环境，
进一步提升辖区市容市貌，结合“城中村”

“城边村”环境卫生整改工作要求及创城
相关要求，台阁牧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对
占道经营行为重拳出击，制定日间巡查
制度和值班制度，对乱占道、乱摆摊、乱

竖牌、乱堆物等现象开展持续整治。
为彻底解决 110国道北侧占道经

营问题，台阁牧镇召开了专题会议认
真研究，整理了问题清单，对照清单逐
个击破，制定了规划停车位、设立隔离
带等措施，努力实现道路环境整洁卫
生、车辆停放有序。

在清理整治行动中，结合台阁牧镇
的实际情况，采取宣传引导与整治相结
合的方式，对违规商户进行耐心劝导，
广泛宣传占道经营的危害性和整治的
必要性，同时，限定违规商户在规定时
间内自行将占道摆放的货品进行移除、
拆除，一周后进行第二次整治，对拒不

配合的，执法人员将当场强制拆除。
下一步，土左旗将落实占道经营

清理整治工作常态化，加强对重点路
段、区域的管理，通过增加日常巡查频
次，落实路段管理责任，强化整改落实
效果，及时消除各类占道经营行为，进
一步提升路面秩序。

严把食品安全关，共谱和谐社会曲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我市正全
力推进“垃圾分类进校园”工作，目前
确定了60所幼儿园、中小学作为全市
第一批垃圾分类试点校园，将充分发
挥青少年学生的中坚力量，在校园中
实践生活垃圾分类、普及减量知识教
育、培养绿色环保意识，让垃圾分类减
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深入人心，将校
园垃圾分类向周边社区辐射，为保护
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据介绍，目前确定的 60 所中小
学、幼儿园垃圾分类试点学校，其中
幼儿园 18所、小学 30所、中学 12所，
首批 60所“垃圾分类进校园”试点学
校工作开展后，将培养学生自觉养

成生活垃圾分类良好习惯，当好示
范员。教育系统要树立“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的观念，践行低碳节约、
循环利用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认真
执行生活垃圾分类相关规定，自觉
养成生活垃圾分类精准投放的良好
习惯，引领带动广大师生树立生活
垃圾分类意识，形成人人参与、人人
受益的良好氛围。学生要主动传播
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当好宣传员。
假期要主动开展深入社区垃圾分类
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微信群、社区活
动、“小手拉大手”等形式大力宣传
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扩大生活垃圾
分类知识宣传覆盖面。

同时,市四区和学校要加强督导，
严格考核，不定期开展考核评比，及时
通报工作开展情况。同时要加强宣传
教育，建立完善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各
项规章制度，切实提高生活垃圾分类
知晓率和参与率，进一步加强监督和
管理，做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配
置合理，分类标志规范，分类运输和分
类处理落实到位。

据了解，为做好“垃圾分类进校
园”工作，今年，市教育局已安排 268

万元专项经费，购买了《中小学幼儿园
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读本》约11.5万册，
同时还有展板、展架、垃圾桶等设备
80余套都已全部下发到市四区各公
办学校。力争到 2022年，我市各中小
学（幼儿园）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科普读
本普及率达到100%。今年，市垃圾分
类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对呼市第二中
学、第一中学、青少年活动中心、土默
特中学等单位的垃圾分类工作进行督
导检查。

本报讯 近日，由市城管综合行政
执法局与芸公益联合组织的亲子研学
团，全程体验了我市生活垃圾投放—
收集—运输—处置的闭环管理流程。

“正确投放可以在智能垃圾分类
厢房换取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分好类
的垃圾经过分拣员进一步分拣，会用
不同专用车辆运输。”在新城区团结小
区，垃圾分类督导员为亲子研学团的

孩子和家长讲解了团结小区社区生活
垃圾分类的各个环节。每个家庭做好
源头分类之后再进行投放，在垃圾分
类厢房根据不同种类的垃圾分类进行
收集，不同种类的垃圾有着各自专用
的运输车辆，在终端，各种垃圾也有各
自不同的处置方式。

“可回收垃圾可以资源再利用，厨
余垃圾和有害垃圾不能焚烧发电，只

有做好了源头分类，才能最大程度地
减少浪费。”在经过学习后，来自赛罕
区敕勒川绿地小学四年级学生郭雯这
样说。

在新城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亲
子研学团的孩子和家长一起零距离观
看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大件垃圾
的处置过程，对“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
资源”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
乔世华表示：“我市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以来，多次举办了‘小手拉大手’
的活动，以‘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
的方式开展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活
动。这次亲子研学团的活动，就是希
望以家庭为单位践行垃圾分类，带动
影响更多的市民了解和参与垃圾分
类。” （孙岳龙）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 通讯员 费
娟）“光明路中队请注意，在果园西路
与新华西街交会处有流动摊贩，请立
即前往查看。”近段时间以来，回民区
城管综合执法局光明路中队工作人员
经常会在对讲机中收到采集员这样的
案件处理信息。

随着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发
展，回民区城管综合执法局运用数字
化技术，用上了“千里眼”。

走进回民区城管综合执法局指挥
中心，LED大屏上详细分布着城区主要
街道、重点位置监控，值班人员正在对
系统里的案件，逐一派遣、处理、结案。

据介绍，从今年9月15日起，回民
区城管综合执法局将区创城指挥部、
城管局接诉即办平台、市局数字化城
管平台、市局智慧城管平台，统一整合
至回民区城管综合执法局指挥中心，
并对各类案件进行统一派遣、统一回

复、统一考核。依托智慧回民区 1200
余路视频探头，对城区的重要道路、重
点部位进行了实时监控。工作人员通
过视频监控对占路经营、店外经营、违
法停车等违法行为及时通报相关城管
中队，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
置。数字化技术应用对城市管理中出
现的“脏乱差”等问题可以立即处置，
极大地缩短了处置时间。同时，借助
技巡模式特点，对城管队员在岗情况

进行不定时抽查，切实提高了见管率
与管事率。在具体工作中，回民区城
管综合执法局实施定人、定岗、定责的
排班制无休工作模式，分区巡查，“人
巡”+“技巡”，达到了巡查全覆盖，用

“绣花”的劲头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
此外，区指挥中心还接受 12345

转派的市民来电，自创新工作方式以
来，案件处置率极大提升，市民满意度
明显上升。

回民区城管综合执法局

巡查城区主要道路用上数字化技术

亲子研学团零距离体验垃圾分类闭环管理流程

市城市燃热集团富泰热力公司

创新工作方法全面提高供热服务质量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近日，呼和浩特供电局团委（青工委）组织青年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优
化电力营商环境服务宣传活动，帮助居民足不出户实现电费缴纳、电表新
装等业务办理，让居民群众切实享受到优质的供电服务。

■本报通讯员 武誉 武爽 摄

本报讯（通讯员 伊茹）市城市
燃热集团富泰热力公司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热用户“急难愁盼”问题，
创新思路全面提高供热服务质量，
千方百计满足热用户不断升级的
用热需求，着力提升热用户的满意
度。

为方便热用户办理业务，公
司 精 简 申 报 材 料 ，优 化 审 批 流
程，压缩办理时限，增加服务窗
口，提高工作效率，推进“一次受
理、一次告知、一次办理”制，各
项业务的办理时限由过去的 3—
5 天压缩到 1—2 个工作日完成，
同时通过整合内部信息服务系
统，开发“掌上营业厅”等举措，
构建起了缴费、停供、过户、报修
等业务“一键即办、一网通办”，
多渠道承办、主动上门帮办的优
质服务新机制，解决了广大热用
户许多难题。

为进一步畅通热用户表达诉
求的渠道，公司在“12345”接诉即
办平台派驻了客服专员，同时通过
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等多种渠道受理投诉，要求有关部
门和工作人员必须做到咨询、建议
类问题即接即回，求助类问题一小
时内与用户取得联系或到达现场，
投诉、举报类问题一天内回复，情
况复杂，需调查、沟通和协调其他

单位的5日内回复。
为了集中力量攻难关、破难

题，公司把“访民问暖”中发现的
及夏季检维修中排查出的问题以
及解决的办法进行全面的梳理、
归纳、总结，明确责任部门、责任
人、完成时限，确保件件有落实。
上一供暖期，光明分公司接到咱
家小区西区用户反映家里暖气不
热，分公司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入
户测温、走访、排查原因，最终确
定是单元控制阀门腐蚀、阀门芯
损坏等原因所致。由于当时处于
供暖期无法停暖施工，分公司一
方面采取调节流量、增压等方式
保障用户用热，一方面耐心向热
用户说明原因，并承诺停暖后一
定为热用户彻底解决问题。停暖
后，分公司组织施工人员加班加
点为存在问题的 7 栋楼、25 个单
元免费更换了供回水控制阀门 50
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今年 8月
13 日，该小区的 7 名业主代表为
公司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今 冬 供 暖 以 来 ，公 司 紧 盯
“12345”接诉即办平台、客服专员
受理、媒体平台等渠道反馈的供热
问题，组织员工持续开展“访民问
暖”活动，主动了解用户诉求，截至
目前已为热用户解决问题 1300余
个。

我市严查严打食用植物油违法添加行为

清理绿化带

我为群众办实事

近日，北控城市服务集团回民
区项目公司出动保洁员16名，地毯
式排查清理教导路沿线所有绿化
带内碎石、石块约6吨，避免绿化带
土质硬化，细化道路保洁，推动城
区环境卫生质量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祁晓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