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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袁保障野中秋节冶尧野国
在专项检查过程中袁县食药局工作人员深入到各大
庆节冶 期间的食品安全袁 确保 野专用汽车博览会冶 及 中型超市尧小食品店尧食品加工小作坊等节假日消费购
野水浒文化节冶 的顺利召开遥 近日袁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 物相对集中的场所对月饼尧粮油尧大米等应节商品的合
理局结合创建国家卫生县城规范提升行动袁 在全县辖 格证明袁包装尧存放标准袁以及商家是否建立健全的进销
区范围内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和县级监督抽检遥 台帐和落实索证索票制度等进行检查袁并督促和指导商
8 月份和 9 月份在食品生产环节尧 食品流通环节尧 家们要进一步做好食品生产尧流通尧包装尧仓储和销售等
餐饮服务环节共开展县级监督抽检 300 批次袁 其中重 环节的工作袁严防假冒伪劣食品流入市场袁确保双节期
点抽检应节食品袁 如月饼尧 大米尧 粮油尧 畜禽肉等遥
间食品安全遥

通讯员 邵长春 报道
自全县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工作开展以来袁县国土
资源局严格按照县委尧县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袁积极响
应号召袁迅速投入到创建活动中去袁全力把创建工作抓
紧尧抓实尧抓出实效遥
高度重视袁全面安排部署创卫工作遥 进一步提高认
识袁统一思想袁把创城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点工作抓细尧
抓实尧抓牢袁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袁其他党组成员为副组
长袁科室尧所尧分局负责人为成员的局创卫工作领导小
组袁下设创卫办公室袁制定了局创建卫生县城工作方案袁
同时多次召开创卫专题会尧推进会尧约谈会等会议对创
卫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再安排再部署袁 同时做到经费尧人

员到位袁全力以赴做好创城工作遥
突出重点袁全力攻克重点难点工作遥 将创城工作目
标任务分解到科室尧责任人袁严格标准袁排好时间表遥 针
对牵头第十九网格内汽车站尧宾馆尧超市尧饭店尧旱厕等
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袁和相关责任单位沟通协调袁形成
创卫合力遥 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袁并明确相关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袁按照创卫工作的标准和要求袁确定时
间表尧路线图袁全力抓好整改落实工作遥
建立通报制度袁严格责任追究遥做好督导检查袁对创
城工作情况定期通报袁凡达不到标准袁完不成任务目标
的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袁真抓严督袁确保圆满完
成创卫各项任务目标遥

荫8 月 29 日袁我县创城档案组部分工作人员分别前往济宁市
爱卫办和东平县创城办学习档案整理的先进经验和整理方法遥
工作人员深入学习先进县市区创城档案收集整理方法袁 多方
比较袁从而找到适合我县的档案整理路子袁尽量做到精益求精袁不
留漏洞遥在这次学习中袁工作人员深刻认识到档案整理工作的严肃
性和灵活性袁目前任务非常艰巨袁下一步将脚踏实地袁吸取教训袁借
鉴经验袁把工作做好做细袁确保创城档案工作顺利进行遥
荫为进一步做好创建国家卫生县城信息宣传工作袁 提升宣传
员的业务素质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宣传员队伍袁 8 月 31 日袁县创
卫办宣传组组织开展创卫宣传员交流会遥 梁山街道尧水泊街道尧民
政局尧执法局尧教体局尧工商局尧住建局尧环卫局尧药监局尧文广新局尧
旅游局尧交运局等十几个单位 20 名宣传员参加了会议遥 会上县委
新闻中心副主任简要介绍了我县创卫宣传工作开展情况袁 就创卫
新闻信息稿件的选题尧编写技巧尧投稿渠道和工作亮点信息的撰写
等方面进行了培训遥 各宣传员结合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进行了充分交流袁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遥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
高度重视新闻写作袁 捕捉本单位创卫工作中的亮点尧 热点和创新
点袁增强创卫信息的内涵和深度遥
荫第五网格 济宁市食药监局对我县野四品一械冶渊食品尧药品尧
保健食品尧化妆品尧医疗器械冤监管进行督导检查袁同时袁网格内人
员继续按照创城标准对经营单位进行指导遥
荫第十七网格 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9 月 1 日-2 日加
班加点开展创城工作袁对城区医疗机构开展专项检查袁大力打击无
证行医遥
荫随着我县创卫工作的强力推进袁县城内整体容貌焕然一新袁
但在个别时段个别路段依然存在流动商贩袁 严重影响市民日常出
行和全县创卫工作遥为彻底整治这一老大难问题袁执法局专门召开
了治理流动商贩专题会议袁 工作人员放弃休息时间于早 6 点到晚
11 点袁对县城内所有路段的流动商贩给予集中清理袁对流动商贩
车辆尧物资尧工具全部予以暂扣遥 8 月 27 日至 9 月 4 日共暂扣流动
商贩各类工具 246 件遥 水泊商场袁三门市袁龟山河北袁一实小袁二实
小袁梁山一中袁凤园路袁南宋街袁北宋街等重点路段上的流动商贩全
部予以清理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和交通秩序得到显著改善遥
荫为响应我县创卫指挥部组织开展的全民动员捡拾垃圾行动
工作号召袁按照野以创建国家卫生县城为目标袁以野垃圾不落地袁梁
山更美丽冶为行动主题袁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袁改善市容市貌袁营造
安全有序尧整洁美观的城市环境冶的工作要求和统一部署袁县农机
局组织机关干部坚持定时到责任区域开展 野全民动员捡拾垃圾行
动冶遥 清扫中袁干部拿着铁锹尧扫把尧垃圾桶袁自主分成若干个小组袁

图为创城第三网格清理小菜园

129尧对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和卫生知识培训有哪些
要求钥
答院旅馆尧美容美发尧歌舞厅尧公共浴室尧影剧院尧游泳池尧酒
吧尧 茶座等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每年进行一次
健康体检袁 其他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从业人员每 2 年进行一
次健康检查遥从业人员卫生知识每 2 年复训一次袁未取得健康合
格证明或未经培训或培训考核不合格者不得上岗遥
130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档案主要包括哪些内容钥
答院渊1冤卫生管理部门尧人员设置情况及卫生管理制度曰渊2冤
空气尧微小气候渊湿度尧温度尧风速冤尧水质尧采光尧照明尧噪声的检
测情况曰渊3冤顾客用品用具的清洗尧消毒尧更换及检测情况曰渊4冤卫
生设施的使用尧维护尧检查情况曰渊5冤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尧
消毒情况曰渊6冤安排从业人员健康检查情况和培训考核情况曰渊7冤
公共卫生用品进货索证管理情况曰渊8冤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应
急预案或者方案曰渊9冤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要求记录
的其他情况遥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档案应当有专人管理袁 分类记
录袁至少保存两年遥
131尧对各类公共场所在卫生方面的从业要求有哪些钥

答院渊1冤卫生许可手续齐全有效袁卫生管理制度健全袁设有专
渊兼冤职卫生管理人员曰渊2冤从业人员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和卫生
知识培训合格证袁符合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曳
的相关要求袁从业人员操作符合卫生要求曰渊3冤经营场所室内外
环境整洁袁公共用品的清洗尧消毒措施落实袁卫生设施和各项卫
生指标达到国家有关标准要求遥
132尧在公共场所如何处理吐痰钥
答院在公共场所吐痰袁可直接吐向厕所便池尧不便进公共厕
所的尧应吐在纸中尧然后投入垃圾容器遥
133尧对食品卫生的要求是什么钥
答院(1)环境整洁尧卫生设施完善;(2)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有防
虫尧防鼠尧防潮设施袁餐具尧食品容器的清洗尧消毒尧保洁设施齐
全尧布置合理袁符合卫生要求遥 制作凉菜设施有冷荤间尧消毒间尧
粗加工间尧库房尧卫生及垃圾收集存储间袁设施布局合理尧符合卫
生要求;(3)定型包装食品的厂名尧品名尧厂址尧生产日期尧保质期
齐全;(4)街头饮食摊点不得露天制作袁销售食品有防尘尧防蝇设
施袁餐具按要求清洗尧消毒遥
134尧对食品及公共场所从业人员上岗的要求有哪些钥

大家扫的扫袁铲的铲袁抬的抬袁认认真真清理了小区内的垃圾袁仔仔
细细清扫了沿街道路面袁不放过一个烟头尧一团废纸遥 同时适时督
导沿街商户自觉参与垃圾捡拾行动袁 如发现门前区域内有垃圾未
及时清理者袁进行劝导示范及时落实遥对住宅小区内居民进行广泛
宣传袁加强教育引导袁让居民群众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袁积极支
持尧参与垃圾捡拾工作袁清楚创卫是每一个梁山人的事情遥
荫创卫工作开展以来袁梁山街道逐项落实好各项工作袁在前期
对主街道粉刷完毕的基础上袁目前正在进行 9 个城中村和 11 个城
郊村次街的墙壁集中粉刷工作袁已初见成效袁受到辖区村民的赞扬
和支持遥街道采取分类实施袁稳步推进袁对老旧墙体进行摸底统计袁
分期尧分批地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粉刷遥 为使村居野脸面冶神采重现袁
将创卫工作做精做细袁梁山街道投入 12 万元 袁组织 4 个施工队袁
将 20 个村居的主次干道墙壁全部粉刷袁 面积达 4 万余平方米袁粉
刷的颜色根据县创卫指挥部要求统一粉刷成白尧灰色调袁村居面貌
焕然一新袁有效提升了农村的整体形象和品味袁为广大村民营造了
干净整洁尧优美和谐的生活环境遥
荫一电厂家属院尧 壹号公馆小区原有的公共用地被居民 野瓜
分冶垦划为菜园袁菜园不仅野脏尧乱尧差冶袁夏天还容易招惹蚊虫袁冬天
荒芜一片袁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遥县畜牧兽医局作为创城第三网格
的牵头部门袁抓住创城契机袁下大力气提高社区环境整治水准袁美
化大环境遥共组织网格内畜牧局尧组织部尧团县委尧老龄办四个责任
部门及梁山县街道办红旗社区尧 大义社工部分党员群众开展了两
次野抓党建尧促创城冶志愿大清扫活动袁活动现场悬挂党旗袁所有党
员佩戴党徽袁对乱种菜的地面和硬化后的路面进行清理遥目前原来
的菜园袁经过清扫袁硬化袁已经重新规划为整齐的停车位袁实现了华
丽转身袁不仅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袁更为创城添砖加瓦袁提升了
城市形象遥
荫第十七网格 9 月 4 日上午袁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流动摊贩治
理工作推进会在卫计局六楼会议室召开遥 县食药局尧县卫计局尧县
工商局尧县公安局尧县城管执法局尧县卫计监督执法局有关领导参
加了会议袁食药监局局长就流动摊板治理工作进行了布署袁大家进
行了讨论袁卫计局局长主持会议袁并对下步工作做出布署和要求遥
荫第十六网格 十六网格内技校家属院地处城乡结合部袁基
础差袁问题多袁小菜园杂草面积达 3000 平方袁为治理该问题袁投入
铲车 2 辆尧挖掘机 2 辆尧垃圾车 2 辆袁历时 5 天袁清理垃圾达 1 千余
吨袁花费 20 多万元遥
荫第十九网格 9 月 4 日袁十九网格联合水泊街道尧执法局尧公
安交警大队袁集中清理店外经营尧占道经营袁并进一步要求店铺落
实门前五包遥

图为创城工作人员清理小区垃圾，
为居民提供干净的生活环境。

答院食品从业人员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和培训袁能够掌握 面积比例不小于 3院1曰厨房渊含各加工间冤瓷砖到顶袁地面铺瓷
相关岗位卫生知识和操作规程袁 上岗时要穿戴整洁的工作服和 砖尧不积水袁屋顶渊天花板冤防尘尧防霉尧防水尧防火尧易清扫遥 必须
发帽袁佩戴健康体检合格证袁野五病冶 渊伤寒尧痢疾尧病毒性肝炎尧 配备符合卫生要求的专用冰箱渊柜冤尧专用热力消毒柜尧餐具保洁
活动期肺结核尧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冤调离率达 100%遥
橱尧更衣室渊橱冤尧餐厅洗手池尧洗碗池渊分设洗尧刷尧冲池冤尧洗菜池
135尧对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个人卫生有什么要求钥
渊分设肉尧菜尧水产品池冤遥餐具消毒尧原料存放尧食品粗加工尧冷荤
答院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袁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经常保 食品制作尧食品的陈列与销售尧垃圾收集和存储等场所要固定袁
持个人卫生袁生产尧销售食品时袁必须将手洗净袁穿戴清洁的工作 布局要合理袁设施尧工具符合卫生要求曰给排水通畅袁排水口有防
衣尧帽曰销售直接入口食品时袁必须使用食品售货工具遥
鼠网遥
136尧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场所的要求是什么钥
139尧对饮用水卫生是怎样要求的钥
答院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场所的布局要适应其生产
答院集中式供水单位每月有一次出厂水水质检验袁检测项目
经营活动的要求袁应有防鼠尧防蝇尧防腐尧防尘尧防潮及消毒尧保洁 按卫生部叶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曳进行袁其水质应符合国家
等卫生设施曰盛放垃圾和泔水的容器必须密闭尧加盖袁并及时清 标准袁设施完备袁有卫生管理制度袁定期清洗袁并有清洗记录和清
理曰场所内无垃圾及废弃物袁无污水尧污物袁无卫生死角遥
洗后检验报告遥
137尧食品卫生要做到哪野三证冶尧野三防冶钥
140尧对二次供水设施的要求有哪些钥
答院野三证冶是指有效的许可证尧健康合格证尧营业执照曰野三
答院每年 圆 次对供水水箱进行一次清洗尧消毒袁有水箱清洗尧
防冶是防鼠尧防蝇尧防尘遥
消毒尧检验的记录遥水箱内壁光滑袁无青苔尧淤泥尧杂物袁有消毒药
138尧对小餐饮店厨房设施的要求有哪些钥
物浮球遥二次供水设施完备袁有锁有盖袁溢水管出口有防护网罩袁
答院厨房渊包括辅助设施冤面积必须不低于 8 平方米袁餐尧厨 排水管不与下水道直接相连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