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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明卫生城市要怎么做
——农贸（集贸）市场篇

■创文明卫生城 做优雅永康人
我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和

创建浙江省示范文明城市需要覆盖

全地域、全领域、全时域和全体人群，

推动文明卫生城市创建全域化拓展，

提高市民素质，提升城市形象，让城

乡居民共享文明卫生创建成果。深

化我市文明卫生城市创建，农贸（集

贸）市场应该达到怎样的标准呢？

1.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
经营、倡导垃圾分类等“讲文明树新
风”公益广告，精致美观，无污损现
象。

①公益广告须放在市场入口处

的显著位置，集中展示，进门可见，固

定阵地，内容及数量达标；

②以宣传橱窗、上墙展板为主，

电子滚动屏播放为辅；

③数量在 5 条以上，内容包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经营、垃圾

分类、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讲文明树

新风等5个方面；

④所设置的公益广告要精致美

观，无污损现象（牛皮癣、涂画、锈迹、

褪色等）。

2.市场内外环境卫生整洁，垃圾
清运及时、分类收集。

①地面无黑臭积水，地沟排水系

统设备完善畅通，其中水产、生禽经

营区域设有上下水、摊位周围干净，

无异味、污水外溢；

②地面、通道、摊位内部、墙根处

无三个以上零星垃圾，如菜叶、果皮、

纸屑、烟蒂、废旧纸盒、塑料袋等；

③墙体无蛛网无灰尘、无乱张贴

乱涂写；

④配备足够数量的分类垃圾桶，

及时清洗污脏的垃圾桶、更新破损的

垃圾桶，划线有序摆放垃圾桶，垃圾

桶必须有盖；

⑤垃圾清运及时，垃圾桶内垃圾

不超过2/3，严格落实日产日清制度，

堆放不过夜；

⑥规范垃圾收集点或者垃圾收

集容器作业管理，实行袋装收集、密

闭运输，并加强对垃圾收集点地面及

垃圾收集容器的冲洗、除臭、定期消

杀。

3.无小广告乱张贴现象。
①在市场内任何区域禁止乱张

贴小广告，市场摊位广告在规划固定

公共区域集中展示张贴；

②市场周边电线杆、路灯杆、树木

等公共设施上禁止乱张贴小广告。

4.门口或周边无乱设摊点经营现
象。

①市场出入口无店外经营现象；

②市场出入口无占道经营现象；

③市场出入口及周边无流动摊

贩。

5.有符合标准的消防设施，切勿
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现象。

①按照市场规模大小，配备相应

的消防设施；

②有符合标准的消防设施，无被

遮挡现象，使用状况良好，消防栓、灭

火器齐全、无损坏，且在有效期内；

③无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

现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道无被

占用、堵塞现象；

④有专业人员（含市场指定兼职

管理员）进行定期检查维护，有检查记

录。

6.商品划行归市、摆放整齐、陈列
规范，合理安排市场经营者摊位，规范
管理，做到整洁有序。

①商品划行归市，按照商品类别

科学布局，可按蔬菜、水产、干货、调味

品、卤菜等分类展示，且有明显区域标

识；

②柜台、摊位摆放整齐有序，不能

扩摊经营，摆放货物不能超出摊位范

围；

③规范经营，杜绝商品摆放外溢，

禁止市场内占道经营，经营摊位不出

屋、不出柜台、不占通道。

7.无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现
象。

市场范围内商户销售所有食品均

为正当渠道进货、均在保质期范围内，

禁止销售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添加剂制作的食品，以及无厂名

厂址、无生产日期的食品及假冒伪劣

食品。

8.公布投诉电话，有高效的投诉
处理机制。

①在市场各出入口醒目位置公布

投诉电话；

②有规范的投诉意见簿，投诉登

记和实际情况相符合；

③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有详

细的投诉处理记录。

9.从业人员文明用语、礼貌待人、
规范服务。

①从业人员及经营者要做到文明

用语、礼貌待人、热情服务、不与顾客

发生争吵；

②从业人员要依法经营，证照齐

全，不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缺斤少两、

欺诈宰客；

③从业人员要做到形象良好、服

装整齐，不袒胸露背。

10.公共场所（含无障碍设施）设
施完好，保洁及时，无明显异味。

①厕所内外设施完好，如洗手台、

冲水设施等；

②保洁及时，专人负责，厕所内外

通道、便池、洗手台、墙面等无垃圾、无

积垢、无明显异味，墙壁隔板无乱涂

画，窗户玻璃无灰尘；

③厕所内应设置无障碍卫生间，

且管理使用情况良好，并设有轮椅通

道、扶手、缘石坡道等无障碍设施，无

障碍设施的管理、使用情况良好。若

厕所空间狭小，也应设有无障碍扶手、

缘石坡道等无障碍基础设施。

11.周边车辆停放有序，无违章停
车现象。

①停车标线清晰，各种车辆（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分类停放，按顺序入

位；

②车道（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

上不允许有车辆阻塞车道，自行车、电

动车等应停放在规定位置，不允许停

放在市场重要出入口；

③自行车、电动车等不允许进入

市场。

12.有符合标准的物防、技防、人
防设施。

①有符合标准的物防设施，对市

场内外重点部位、重要区域、重点场所

安装防护栏、防盗门和照明设施等；

②有符合标准的技防设施，安装

必要的视频监控、入侵报警系统以及

其他电子管理系统等；

③有符合标准的人防设施，建立

安保制度，落实安保人员。

13.周边无黑臭水体。
市场周边无黑臭河流、湖泊。

14.周边无马路菜市场，背街小巷
整洁有序。

周边没有马路菜市场，背街小巷

无流动摊档，街道两侧无垃圾乱堆乱

放现象，整洁有序。

分类信息
发电机出租出售

8255大小均有13588608700

承接加工业务
8373 本厂有铝压铸、数
控车床、多孔钻等设备，
对 外 承 接 加 工 业 务 。
15257982839

百花山厂房出租
8296，8000㎡18858974869

学区套房转让
8318，286㎡13906794689

市区幼儿园转让
8386，13758987233，647233

别墅转让
8400经济开发区邵宅铭苑
13858905512，334008

厂房出租
8402 石柱镇塘花工业区
二楼 1100㎡厂房出租，2
吨 货 梯 。 联 系 电 话 ：
13858941936，740650

声 明
8403 象 珠 镇 象 珠 三 村
遗失 2019 年 6 月 2 日金
华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统一收据，6 月 2 日村民
居家养老伙食费，号码：
0001091386，声 明 作
废。

声 明
8403 象珠镇象珠三村遗
失 2019 年 12 月 29 日金
华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统一收据，2019 年象珠
车 站 租 金 ，号 码 ：
000157840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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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颜元滔

本报讯 5月22日，市人大常委会

组织部分人大代表视察农村基础设施

长效管理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代表们前往城西新区花川村、花

街镇倪宅村进行视察，详细查看村庄

环境卫生、绿化养护、生态洗衣房、农

村公厕、文体设施、街角小品等公共

基础设施维护和管理情况。代表们

一致认为，近年来，我市农村基础设

施得到了明显改善，村容村貌发生了

巨大变化，村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

升。

近年来，我市把农村基础设施长

效管理工作作为巩固美丽乡村建设

成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高水平建

设“大美乡村”的基础工程，按照政府

倡导、分级负责、镇村为主体的原则，

通过政府推动，市、镇、村、户四级联

动，规范运行。管理资金投入按照

“财政奖补、社会捐助、农户缴纳”相

结合的方式筹集。去年，全市农村基

础设施长效管理总投入约 1.22 亿元。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代表们

结合实际，围绕如何加强农村基础设

施的维护，加强绿化、卫生保洁等长效

管理，让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长期惠

及广大群众等方面提出建议。

代表们指出，建好管好农村基础

设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

撑，要深刻认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长

效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相关部

门要立足各自职能，在政策、技术和

资金等方面密切协作、通力配合，努

力探索一条能复制、可推广的农村基

础设施长效管理新路子。要进一步

创新管理模式，完善监管机制，加强

资金精准、规范使用，提升农村基础

设施长效管护水平。要加大宣传力

度，提高群众认识，营造人人参与、人

人有责、人人共建的良好氛围。

市人大代表视察农村基础设施长效管理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让美丽乡村建设成果长期惠及群众
今年我市计划
完成电网投资
6.17亿元
□记者 童英晓

本报讯 5月22日，全市电网建设

工作会议召开。市府办、发改局、经信

局等部门以及各镇街区负责人与会。

会议通报了我市电网建设工作情

况，研究电网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和

困难，加快推进全市电网建设，为推动

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能源支撑

和保障。

去年，我市完成电网建设投资

5.21 亿元，其中 500 千伏永康变第三

台主变顺利投产，为提高全市供电可

靠性夯实了基础。今年我市计划完成

电网投资约 6.17 亿元，较去年增加

18.43%，建设规模居历史高位。

会议强调，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之年和“十三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做好电网建设工作意义重大，

做实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影响深远。会

议希望市供电公司拿出超常规举措，

敢于突破、集中攻坚，加快各级电网协

调发展；各相关部门和镇街区要高度

重视、统筹安排、把握重点、完善措施，

认真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确保全年

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古山镇开展
宗教活动场所
安全隐患大排查
□记者 颜元滔

本报讯 5月22日，古山镇对所辖

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行

动。

据悉，古山镇目前共有宗教活动

场所 8 处，其中佛教 2 处、道教 1 处、基

督教 5 处。古山镇现有已登记民间信

仰活动场所 27 处，涉及 20 个村。8 个

宗教活动场所已全部完成“5+1”制度

牌的规范化建设，并落实信息及时更

新工作。

本次大排查行动由市委统战部、

市委政法委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对古

山镇所辖区域内的龙鸣禅寺、基督教

古山堂等 8 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了检

查，重点排查各场所政治安全、人员安

全、建筑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

等。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检查组责

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

检查组要求，民宗部门和各相关

单位、镇街区要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通过大排查行动，真正推动宗教领

域突出问题、重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深入推进我市宗教领域“四治”

专项工作，着力提升宗教事务管理规

范化水平，确保我市宗教领域安全稳

定，助力平安永康建设。

开 展 平 安 大 会 战
推进平安永康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