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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美丽青城美丽青城 文明花开文明花开

践行诚信规范 建设诚信单位

我区公布198批次食品抽检结果

本报讯（记者 宋向华）近段时间以
来，不少市民发现，许多公园新增了
不少花卉。在树阴下、湖边、花境处
以及游客常走的小路两侧，或高或低
的花卉点缀其间，有的已陆续绽放，
姹紫嫣红，与青青杨柳遥相辉映，惹
得游客纷纷驻足观赏。

走进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公园，绿
草如茵、鸟语花香，园林工作人员在
对苗木进行修剪、造型的同时，早早
行动，在景区节点处、花境旁搭配各
色花卉，在裸露的空地处播撒花籽。

在扎达盖公园，刚刚栽种的鲁冰花
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欣赏。当得知这
么美的花出自我市园林部门自育的花
材时，不少市民竖起了大拇指。

在其他公园，来自我市园林部门自
己培育的各类花卉、观赏草相继安新家，
将大大小小的公园点缀得更宜人。

为促进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

展，首府园林部门从去年开始，在充
分考察我市城区周边土壤的基础上，
在桃花苗圃、黑沙图育苗基地培育各
类花卉、观赏草、地被，用于全市的绿
化、美化，在满足园林花卉使用需求
的同时，有效节约园林绿化成本。

今年，为进一步提高我市花卉苗
木供给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市园林建
设服务中心充分利用桃花苗圃现有
温室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品种结
构，开展花材自育工作，为城市景观
提供优质花材。目前，按年度计划已
完成第一批花卉繁育工作，包含鲁冰
花、金鱼草、马格丽特、天竺葵、毛地
黄在内的 12 个品种共计 22 万株早花
植物，已在五一前后，相继出圃装扮
首府街头、公（游）园 ，后续繁育计划
将按出圃时间陆续开展，旨在降低地
被花卉外购成本，实现园林景观营建
的高效集约。

呼和浩特市落实自治区黄河流域地表水环境问题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任务销号公示清单（第三批）
自治区黄河流域地表水环境问题专项督察以来，呼和浩特市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采取强有力措施积极推动整改任务落地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近日部分整改任务已通过市相关委办局验收，现予以公示，公示

期2022年5月13日至5月20日。公示期间未提出异议的，市整改办将按程序销号（联系电话：0471-461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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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反馈问题

执纪问责宽松软。2020年4月，呼和浩特市印发
实施的主要流域分段管理方案明确规定，若旗县区
分段考核断面 2个季度不达标，由市政府进行约谈。
督察发现，赛罕区政府 2020年分段考核断面两季度
考核不达标，但市政府未针对该问题启动约谈，责任
传导不够，约谈考核制度执行不力。2018年10月，呼
和浩特市政府针对扎达盖河污水外溢问题，要求玉
泉区对扎达盖河河道改造工程失误造成污水外溢的
相关部门和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督察发现，玉泉
区对上级决策部署不落实、不执行，未按照市政府要
求进行责任追究，履行区域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不力。

管理机制体制弊端凸显。呼和浩特市污水处理
厂运营单位碎片化，排水系统监管部门多，推诿扯皮
问题突出。这样的多头管理模式给厂网联合调度与
精细化管理产生了较大阻力，致使纳管水质和水量
与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能力脱节，管网对污水处理
厂调峰填谷和源头控制作用也无法有效发挥，污水
处理厂风险隐患剧增。

河长制落实不到位。根据 2小时版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警示片，大黑河下游污染严重，河水中存有大
量厌氧污泥。经核实，此项问题主要是由于班定营
污水处理厂因处理能力不足，导致污水溢流至大黑
河形成沉淀。

责任单位

市 纪 委
监 委 、市 政
府 办 公 室 、
生态环境局

市 水 务
局、住建局，
春华水务集
团

整改目标

执纪问
责相关规定
得到严格落
实。

理顺城
市污水管理
体制机制，
解决污水处
理厂碎片化
运营模式。

班定营
污水处理厂
三期工程实
现 正 常 运
行，解决污
水处理能力
不足导致溢
流问题。

整改措施

1.市政府对赛罕区2020年分段考核断面两季度考核不达标问题进行
约谈，2021年 10月 31日前完成（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市生态环境局落
实）。

2.2021年11月15日前完成《呼和浩特市主要流域分段管理实施方案
（试行）》修订，进一步明确区域水质属地责任，完善水质补偿机制（市生态
环境局落实）。

3.市纪委监委对玉泉区扎达盖河河道改造工程失误造成污水外溢进
行责任追究，2021年 10月 31日前完成对相关部门及责任人的责任追究
（市纪委监委落实）。

1.将市水务局、城管执法局负责的城区污水管理职能职责全部移交
市住建局承担，实行污水处理“厂-网”一体化管理模式，实现一个部门管
污水，改变多部门分割式管理现状。由市住建局会同市水务局、市城管执
法局共同协商形成方案，报市委编办落实（市委编办，市住建局、水务局、
城管执法局，春华水务集团落实）。

2.调整优化城区污水处理厂运营模式，通过市场化机制确定有实力
企业运营全市污水处理厂，改变污水处理厂运营单位碎片化状况（市水务
局、春华水务集团落实）。

（1）2021年10月31日前完成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调试，实现
正常运行，污水达标排放，提升城区污水收集处理能力，解决污水溢流问
题（市水务局、住建局，春华水务集团落实）。

（2）实施河道清淤处置工程。2022年6月30日前完成大黑河玉泉区
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中水排口至本滩大桥段（约800米）、大黑河土左旗103
省道桥至台阁牧小浑津段（约7000米）河道的清淤，解决河道底泥淤积问
题（土左旗、玉泉区分别落实）。

（3）加大河道排污监管力度，严禁污水入河（市水务局、住建局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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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进展情况

2021年 10月 30日，市政府对赛罕区 2020年分段考核断面
两季度考核不达标问题进行了约谈

2021年12月 17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呼和浩特市主要流
域分段管理实施方案（试行）》（呼政办发〔202127号〕）进一步明
确了断面点设置、补偿细则等事项。

市纪委对原玉泉区区长云鉴进行批评教育，对原副区长张海
军的追责问责工作交其他调查组（涉嫌严重违纪另案审查）合并
处理。2021年12月，玉泉区纪委对土地收储中心法人贺瑞军（时
任工程责任人）批评教育，并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

2022年3月13日，经市政府常务会、市委编委会议研究，市
委编委印发了《关于调整供排水职能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的批复》。市住建局、市水务局、市城管局人员转隶工作已完成，
一体化管理模式已形成。

2021年11月3日，市人民政府2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市
水务局提交的特许经营实施方案。2021年 11月 25日至 26日，
水务局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 ，选定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碧水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我市合作组建项目公司，
共同运营城区6座污水处理厂。

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于 2021年 8月 1日通水，2021
年10月8日完成调试，现已实现达标排放。

大黑河清淤工程玉泉区段共计清理淤泥约2.4万余立方米，
已于2022年2月完成验收。大黑河土左旗103省道桥至台阁牧
小浑津段7.82公里河道清淤工程已于2022年3月24日完工。

市住建局组织供排水公司对87个雨水排口和5个中水排口
实行“一口一册”管理，持续加强对污水入河问题的巡查，发现一
处治理一处，确保污水不入河。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已正
常运行，彻底解决了市区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不足问题。

2021年以来，市水务局每半月开展一次断面水质监测，累计
向市委、市政府报送分析报告 21份，向相关地区和部门分办督
办超标断面30余次。此项工作已实现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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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今年以来，
回民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部署，以

“春夏战役”行动为抓手，深入开展“三
清理、三整治、四提升”专项村庄清洁行
动，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打造
清洁美丽家园，助力乡村振兴。

回民区始终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
容，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今年
3—4月，区委农牧办陆续印发了《2022

年回民区村庄清洁“春夏战役”行动方
案》《回民区关于开展“三清理、三整治、
四提升”行动的通知》和《回民区2022年
村庄清洁行动方案》下达区相关部门和
攸攸板镇，起草了《回民区2022年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方案（征求意见稿）》，
各方案中明确了行动目标、行动内容、行
动步骤、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等内容，确
保整治工作高效推进。由区农牧局牵
头，同攸攸板镇共同成立工作专班每日
对村庄清洁行动进行统筹指导和推动

落实，每个工作推进组由一名局领导班
子成员负责，强化组织担当，细化责任体
系，凝聚工作合力。各村成立了相关工
作领导小组，常态化巡查环境卫生，并对
发现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

辖区内各村按照行动方案要求，以
村庄干净整洁有序为标准，积极组织开
展村庄清洁行动。对村内积存垃圾杂
物、建筑垃圾、渣土进行集中清理，同时
大力开展固废清理。建立完善巡河制
度，全面清理河塘沟渠。为有力有序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三清理、三整治、四提
升”行动，区农牧局工作专班各工作推
进组每日逐村对清洁行动开展情况进
行巡查督导，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重
点督查积存垃圾、丢弃杂物、乱堆乱放、
私搭乱建、畜禽粪污利用等整治情况，
针对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及时梳理成
整改台账，提出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各
村，并下发督办通知单给攸攸板镇及时
督促各村整改，促进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取得实效。

回民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打造清洁美丽家园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近期，自治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抽取饼干、餐饮食品、炒货食
品及坚果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豆
制品、酒类、肉制品、乳制品、食品添
加剂、食用农产品、蔬菜制品、水产制
品、水果制品、饮料等 14 大类食品
198 批次样品，其中检出 9 批次不合
格样品。主要是食品添加剂超限量
使用、农药残留超标、微生物超标、重
金属超标、有机物污染等问题。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令呼和
浩特市、包头市、兴安盟、通辽市、赤
峰市、乌兰察布市等地市场监管部
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查清产
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
合格产品等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
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理；及时将企
业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
情况向社会公开，并向自治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报告。

近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党总支组织党员民警深入回民区咱家社区开展了
以“同城联创”包联共建为主题的多方位联创活动暨党日活动。

活动中，经侦支队党员民警开展了清除小广告、清理“六乱”行为、维持小学
周围安全秩序等活动，得到了群众的好评。

■本报记者 其布日哈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