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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市
场监管局获悉，为切实防范因疫
情产生的系统性食品质量安全
风险，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生活
需求，该局发布了《加强餐饮食
品安全风险自查有序开放堂食
服务的提示》，要求餐饮服务单
位自觉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认真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
断改进和提升餐饮服务质量水
平，确保实现疫情防控和餐饮安
全“双胜利”。

《提示》指出，餐饮服务单
位应严格按照淮北市新冠肺炎
应急综合指挥部通告要求，明
确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为
疫情防控工作和食品安全第一
责任人，继续暂停承办一切宴
席服务，避免人员聚集。配备

充足防护物资、做好员工安全
保障、落实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加强场所消杀通风、有效避免
交叉感染。

《提示》要求，餐饮服务单位
应对照《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法律法规
要求，于开放堂食前对经营场所
卫生、库存食品原料、冷藏设备、
餐饮器具等进行一次彻底清洗
消毒和食品安全风险自查，发现

有超过保质期、未按保存条件贮
存或出现霉烂、变质等感官性状
异常的食材，要按规定销毁处
理。

《提示》指出，餐饮服务单
位应依法在经营场所的显著
位置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按
照许可的经营项目范围从事
食品经营，无超许可范围经营
冷食类、生食类、自制饮品等
高风险食品行为。严禁餐饮

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亚
硝酸盐。严禁经营加工野生
动物或野生动物制品。应从
有合法资质的供货方采购肉
及肉制品等食材并做好资质
查验、索证索票。

《提示》还要求，严禁经营使
用《药食同源目录》以外的药材
自制泡酒，严禁经营加工发芽土
豆、新鲜黄花菜、野生蘑菇等高
风险食品。

本报讯 3月24日下午，市中
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律师调
解工作室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市
成立的首家律师调解工作室。

据悉，2018年初，我省被确
定为开展律师调解试点的11个
省（直辖市）之一，并选择4市率
先启动试点。2019年11月，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部署，
试点工作将由此前的亳州、淮
南、马鞍山、黄山等4市扩大至
全省范围。为充分发挥司法审
判机关在诉调对接工作中的引
领作用，发挥律师、调解员在矛

盾纠纷化解过程中的作用，市中
级人民法院和市司法局联合下
发相关文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律师调解试点工作。

作为律师调解员开展诉前
调解的主要场所，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诉讼服务中心开辟出专门
的场所环境，成立律师调解工作
室，让更多的案件在诉前分流委
派、让更多的律师发挥多元解纷
合力，有了一个衔接和保障平
台。经全市律协广泛组织招募，
一大批本市律师自愿报名。市
中院和市司法局联合审核后，最
终确定了111名注册律师作为
首批特邀调解员。

本报讯 无论是恢复生产还
是服务生活，邮政快递业都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您的快递正在
派送中……”是大家最乐于看到的
一条物流信息。

连日来，淮北邮政管理部门
积极行动、主动作为、群力群策，
严格按照“内防扩散，外防输入”
的疫情防控原则，持续做好一线
邮政快递企业的复工复产服务和
监管工作，取得了明显实效。

目前，我市25家邮政、快递企
业，24家通过了复工审批，返岗从
业人员2419人，复工率达95%。随
着复工潮的到来，我市邮政快递行
业进入业务高峰期，日处理快件量
达28万件，单日总量持续在高位运
行。

该部门表示，将继续坚持疫情
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认真贯彻落实省局的各项决策
部署，从抓实抓细抓落实上下功
夫，狠抓安全生产不放松，为全年
目标任务的完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 近日，相山区人
社局认真贯彻落实《关于疫情
防控期间做好企业用工保障
工作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
联合区财政局、区经信局对在
疫情防控期间保持正常生产、
积极采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
的中小制造业企业、中小战略

性新兴产业企业，由就业补助
资金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的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

为了让符合条件的企业
尽快领取到相关补贴，相山区
人社局采取一站式服务，帮助
申请企业协调相关部门进行
认定工作，由人社服务专员及
时向包保企业推送政策、解读
政策，答疑解惑，帮助企业申
报和兑现用工保障奖补资

金。目前，相山区共为 23 家
企业的1400多名职工发放补
贴资金共计550余万元，有效
减轻了企业负担，激发了企业
活力。

下一步，该区人社局将进
一步落实中央、省、市、区决策
部署，扩大政策宣传，提高政
策知晓度，全力解决复工企业
紧急用工需求，保障全区经济
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

本报讯 3月25日，记者获
悉：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
革，加快形成统一规范、开放竞
争、健康有序的中介服务市场，
我市淮北中介服务网（http://
www.hbzjfww.com）已建成投
入使用。该服务网着力解决全
市各地中介服务资源不均、地
方保护、中介垄断等问题，也让
中介服务有了专用平台。

据介绍，企业和市民可通过
“淮北中介服务网”，以“网购”形
式选取所需行政审批领域中介服
务。业主单位可通过随机选取、
直接选取、竞价选取、竞价+随机

选取等四种方式选取中介机构。
选取成功后可进行淘宝式评价，
用户可优先选择评分较高的中介
机构，避免业主单位上当受骗。

与传统的线下中介对接不
同，淮北中介服务网打破了中
介机构与业主单位之间的信息
壁垒，解决了过去中介机构到
处找市场、业主单位四处找中
介的矛盾。该平台的建成使
用，不仅打通群众办事“中梗
阻”，还推动全市中介服务市场
更加规范、高效、透明运行，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
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供需对接
更加直观的同时，也让中介服
务更加便捷、高效、公开、透明。

本报讯 3 月 25 日，记者从
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为了切实解
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
求，我市发出倡议，全民参与环
境污染事件举报。

举报受理方式共两种，1.环
保投诉热线：0561-3880729 以
及12369；2.通过关注“淮北市生
态环境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或

“大气110”，进入“拍事件”上报
提交。 环境问题举报主要针对

大气污染问题，其他环境问题也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举报
类型包括：餐饮油烟、散煤、露天
焚烧事件、工业企业、施工工地、
汽车维修企业（4S 店）、商业门
店、街道、锅炉、非法加油站点、
散乱污企业、道路冒黑烟车辆、
燃放烟花爆竹。

本报讯 为推动市场主体
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维护消费
者生命财产安全，相山区市场
监管局不等不靠、主动作为，一
手抓服务，一手抓防控，确保走
好疫情防控“最后一公里”。

该局畅通诉求渠道，提高
消费投诉举报处理效能。确保
12315热线维权渠道畅通，坚持
24小时值守，及时做好投诉举
报件的登记、分派及督办，与基
层市场监管所无缝对接，高效
处置消费者诉求，做到事事有
回音、件件有着落。着重结合
当前疫情防控情况，重点处理
好群体性投诉和哄抬价格、制
售假冒伪劣产品等举报。1月
23日至今共接到投诉举报491
起，均已办结。

同时，该局加强专项执法，
严厉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
法行为。全力做好“保价格、保

质量、保供应”各项工作，把强化
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疫情防控结
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产品安全监
管，继续加大对防疫用品和居民
生活必需品价格监管的力度；以
口罩、消杀用品等防控物资和居
民生活必需品为重点，依法严厉
打击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价格
违法行为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
法行为。疫情防控以来共查处违
法案件20起，罚款12743元。

此外，该局发挥职能作用，
帮扶市场经营主体稳妥有序复
工复产。通过“网上办、预约
办”等形式共办理新设企业10
家、个体2家；企业变更7家、个
体变更1家；注销登记2家；新
办食品经营许可证21件、注销
6 件。同时，对该区 89 家企事
业单位食堂有序进行审批，截
至目前已对 34 家食堂全部审
批。签订疫情期间食品安全管
理承诺书34份，并要求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有关规定。

本报讯 连日来，相城春光明
媚，气温也是稳步上升。但24日的
一场夜雨，打破了春日里的这片美
景。3月25日上午，记者从气象台获
悉，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25日到
27日，我市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
雨；28～31日以多云天气为主。

27日前后，受较强冷空气影
响，我市平均气温将下降6～8℃，
同时平均风力增至4～5级，阵风
7～8级。市气象局建议:25-27日
我市为阴雨天气，需要做好小麦
赤霉病等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市
民朋友要注意做好降温降水准
备，还有保持勤洗手、戴口罩、消
毒杀菌，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3月25日，相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队员在检查辖区市场的食品防疫情况。

近期 ，相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针对辖区大中型商超、农贸市场开展食品安全专

项检查，加强复工复产后安全防疫监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 摄影 见习记者 冯树风 通讯员 杨沐天

保障食品安全

加强餐饮安全自查 有序开放堂食服务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自查提示
优化营商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我市中介服务有了专用平台

我市邮政快递业复工率达95%
日处理快件量28万件

我市发出全民参与
环境污染事件举报倡议

550多万“真金白银”为企业减负添力

相山区发放首批稳岗就业补贴

一手抓服务 一手抓防控

相山区市场监管局
全力保稳定促发展

我市首家律师调解工作室成立

强冷空气来袭
我市暂别春光明媚

新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的公告
根据相关要求，我集团对

各子公司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
进行了清理，通过网络查询及
合同预留电话通知各单位对
账，截至目前，仍有多家单位未
取得联系，请以下单位于 2020
年3月25日至4月25日携带相
关资料到我单位办理付款手
续，逾期不办理的，我单位将按
规定予以核销。地点：安徽省
淮北市相山区帝景大厦16层A
座；电话：0561-3079028。

特此公告。
新光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供应商名称

石家庄海源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南京双京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华威矿业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济源市矿用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飞翼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华顺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众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赛力威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第一水泵厂有限公司

石家庄惠德机械工具厂

金额（元）

55,240.00

31,300.00

24,000.00

20,000.00

12,592.00

10,000.00

9,132.50

8,600.00

6,739.00

6,000.00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供应商名称

江苏河谷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枣庄润东石化有限公司

上海翰河电气有限公司

扬州市昆仑矿业机械厂

济南鲁安信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南通鑫斡矿用设备有限公司

徐州珂尔玛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天阳科技有限公司

淮南市大通矿山机电配件厂

金额（元）

5,000.00

31,522.95

31,439.00

28,300.55

20,000.00

17,872.00

12,000.00

12,000.00

7,500.00

4,270.00

353,508.00合计

■ 记者 詹岩
通讯员 王栋梁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周志莹

■ 记者 傅天一

■ 记者 闫肃

■ 记者 詹岩
通讯员 王晓玲

■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代颖

■ 记者 俞晓萌

■ 记者 徐志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