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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提升六加一攻坚战统筹提升六加一攻坚战
贯彻十八大精神在基层贯彻十八大精神在基层

□记者 李砺瑾 通讯员 路璐 王
聚坡 肖慧

今后，您在饭店就餐时，如果
使用消毒餐具，不妨留意一下上面
是否印有消毒日期及保质期。近
日，市卫生局、市工商局和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三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餐饮具集中消毒管理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加强对
餐饮具的消毒管理工作。

消毒餐具标志要明确，
餐消企业要建检验室

为了今后消毒餐具管理工作
更加规范，《通知》要求，餐消企业
的从业人员应当经过卫生培训合
格并取得有效健康证明后，方可上
岗，患有碍公共卫生疾病的，不得
从事餐饮具集中消毒工作。

餐消单位对消毒后的餐饮具
应当进行密封包装，包装材料符合
相关标准，最小消毒外包装上要有
明显的标志，标明餐消单位名称、
地址、联系电话、消毒日期及保质
期等内容。

餐消单位还应建立集中消毒
餐饮具出厂检验制度，集中消毒后
的餐饮具检验结果必须符合《食
（饮）具消毒卫生标准》方可出厂。

具备检验能力的餐消单位，应
当设立检验室，并配备专职检验人
员，检验合格后出具集中消毒餐饮
具检验合格报告。不具备检验能
力的餐消企业，应当在消毒餐具出
厂销售前委托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并出具检验合格报告。
餐消单位应当建立集中消毒

餐饮具销售台账制度，如实记录销
售集中消毒餐饮具的规格、种类、
数量、消毒日期、销售日期以及销
售对象的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
电话等内容，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
得少于一年。

监管消毒餐具安全，
各个部门明确职责

《通知》还明确了卫生、工商和
食药监三个部门各自的职能。

记者从市卫生局卫生监督与
协调科了解到，各县（市、区）卫生
行政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
责对辖区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
报的获得工商营业执照的餐消单
位实施日常卫生监督管理，对餐消
单位的餐饮具进行卫生监督抽检，
依法查处不符合卫生规范的行为。

记者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了解到，除了该局直管的餐饮企业，
各区餐饮主管部门负责监督餐饮服
务单位，对购入使用的消毒餐具要
建立索证制度，索取餐消单位的营
业执照和消毒合格证明，如果餐饮
服务单位索证不全或是使用了不符
合标准的消毒餐具，要进行查处。

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依
照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核发营业
执照，将已掌握的餐消单位的登记
情况，定期通报同级卫生行政部门。

如果大家在就餐时，发现消毒
餐具不合格或有其他疑问，可以拨
打110举报。

□见习记者 程芳菲 通讯员 杨珂

本报讯 市妇联昨日透露，我
市第七届“十大女杰”评选活动正
式拉开序幕，候选人推荐工作已经
展开。如果您身边有让您敬佩的
杰出女性代表，不妨推荐她参选本
届“十大女杰”。

根据评选规定，凡年龄在18
周岁以上，洛阳籍或在洛阳工作的
我国女性公民，具有高尚的职业道
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
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
谐洛阳的各个领域中锐意进取、开
拓创新、无私奉献、成绩突出，有鲜
明的时代特征、广泛的群众基础和
较高的社会认同度，曾获得过县
(处)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女性均可
参加评选。

如果您单位或者身边有这样
的杰出女性，不妨通过单位将她们
的事迹推荐给市“十大女杰”评选
活动组委会。各推荐单位可在
2012年12月30日前，将推荐的杰
出女性事迹介绍等材料，连同组
织、计划生育、纪检部门开具的证
明材料一起交至组委会办公室。

组委会办公室将对推荐人选

材料进行审核，确定15名候选人，
进行群众投票。明年3月初，组委
会将根据投票结果，综合评审确定
10名同志为洛阳市第七届“十大
女杰”，并在三八妇女节期间开展
表彰活动。

组委会办公室地址：洛阳市政
府大楼622室。

联系电话：63929665。

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上，伊滨区
近年来坚持结构调整、土地流转和
生态旅游“三篇文章”一起做，使土
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新型社
区集中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伊滨区综合办公室主任赵亚
军告诉记者，伊滨区今年新流转
土 地 6709 亩 ，累 计 实 现 流 转
49960亩。而在流转出来的土地
上，伊滨区万亩标准化牡丹种植

示范基地、吕蒙正生态文化园、万
安山农业生态观光园、绿晟生态
农业休闲观光园、东汉帝陵遗址
生态文化园、伊洛夏园6个生态观
光园等也正在抓紧建设，明年即
可部分开放。

在伊滨区和谐社区外商业街
上经营着一家超市的陈双潭老汉
说：“刚开始我在这建超市，不少人
说这没人气，劝我不要建，现在证

明我是对的。”老陈说，他们原来5
个行政村的村民大部分住进来了，
他的生意蛮不错。

赵亚军表示，除了和谐社区，
目前伊滨区寇店中心社区的17栋
居民楼也将在年底前主体竣工。
另外，伊滨区在城市规划区内规划
的10个福民安置小区，已开工7
个，现在在建的高层住宅有 191
栋，已封顶的有106栋。

伊滨区12条交通主干道主要路段通车，8个10亿元以上项目开工建设

产业生态同推进 双管齐下铸新城

13日，在伊滨区中央商务区，
记者遇到了好几拨前来看房的市
民。一位姓马的大姐告诉记者，她
女儿今年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洛
阳新区的一家合资企业，由于伊滨
区新建的住宅小区临近伊河，环境
特别好，离上班的地方又近，她想
在这里为女儿选套房子，但就是不
清楚小区附近的道路、暖气等配套
设施能否跟得上。

对此，伊滨区综合办公室主任
赵亚军介绍，按照规划，伊滨区建设
主要分两大板块，一是城市规划区
（产业聚集区），二是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其中，城市规划区又分中央
商务区、滨河商住区、职教园区、行
政副中心区、科技城、动力谷和高端
制造园区等几个相对独立的建设区
域。目前，中央商务区、滨河商住
区、职教园区、行政副中心区等的建
设进展非常顺利。

赵亚军说，伊滨区规划建设
有城区道路49条，目前洛偃快速
通道、伊洛大道、开拓大道、高铁大
道、希望路、吉庆路、和平街等12
条交通主干道主要路段已经通车，
伊洛大道南段、新源路、白塔路、永
兴东街、永兴西街、兴隆街等10条

道路正在施工，伊滨区城区交通网
络已基本形成。

另外，继去年6月伊洛大道跨
伊河桥建成通车后，现在伊河上又
有3座桥梁（高铁大道跨伊河大
桥、开拓大道跨伊河大桥、希望路
跨伊河大桥）正在加紧施工，预计
明年牡丹文化节前建成，生活或工
作在伊滨区的人们，出行将会越来
越便捷。

供排水、燃气、热力等地下管
网及绿化工程也和路网建设同步
进行，其中伊滨区供热工程项目一
期工程今冬具备供热条件。

明日新城前景如何，产业的经
济支撑作用至关重要。

在洛阳麦达斯有限公司年产5
万吨轨道车型材及车体大部件项
目工地，记者看到其一期工程已基
本完成。挤压车间内，长378米、
宽210米、高14米的挤压生产线
犹如一条钢铁巨龙，正蓄势待发。
洛阳麦达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龚建德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是世
界上最先进的5条大型铝挤压生
产线之一，目前已安装调试到位，

明年1月即可进行试生产。另外，
其熔铸车间的设备订购、车间整形
等也已完成，明年4月装配完毕。

龚建德说，洛阳麦达斯有限公
司主要研发生产高速列车、地铁、轻
轨等各类铝型材，它建成投用后，不
仅将为洛阳未来的轨道建设提供最
大的便利，而且还将辐射周边省市，
支援中西部的交通建设。“洛阳将来
地铁使用的车体、车厢，很有可能就
是从这里出去的。”龚建德表示。

伊滨区党工委委员张潮介绍，

目前伊滨区像这样的10亿元以上
重大产业项目已引进了10个，其中
8个已经开工，总投资达114亿元。

“ 伊滨区作为洛阳的明日新城，引
进的产业也都要体现出‘新’的特
点，新科技、新材料、新能源，像意大
利都灵理工大学洛阳中意研究院项
目、洛阳兰迪玻璃机器有限公司新
型真空玻璃装备产业化基地项目，
不仅能优化我们现有的产业结构，
而且还能引领和提升我们的整体科
技化生产水平。”张潮说。

基础设施基本完备

产业聚集初显风采

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加快

□记者 韩铁栓 实习生 刘益

作为洛阳开发建设的主战场，明日新
城——伊滨区的开发建设，从其奠基那天起
就一直被洛阳人关注和期待。如今，几年过
去，伊滨区的开发建设进行到了什么程度？
其产业聚集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得如何？

我市三部门联合加强餐饮具集中消毒管理

发现消毒餐具
没有保质期可举报

第七届“十大女杰”评选活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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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为了给您提供更好

的服务，中国电信洛阳分
公司定于2012年12月
19日0：00至12月19日
4:00进行网络升级，网
络升级影响洛阳市区、宜
阳、偃师、新安、孟津范围
内的移动网用户，在此期
间将可能影像您正常使
用移动网业务。

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对您的支
持，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洛阳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