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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综合

本报讯 渊记者 陈胡南 通讯员 尹

青芳 严杰冤 今年以来袁 针对当前校
园周边无证无照经营尧 销售三无玩具

等危害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袁 区市场

监管局以 野日常监管+专项行动冶袁 强

力推进校园周边环境整治遥 截至目前袁

该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526 人次袁 检

查经营户 2328户次袁 引导无照经营户

办照 61 家袁 立案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45起遥
紧扣热点袁 开展 野牙签弩冶 查缴行动

针对朋友圈广为传播的玩具要要要
野牙签弩冶袁 该局在第一时间开展地毯式

全面清缴遥 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袁 在

售牙签弩均属 野三无冶 产品袁 而且有一

些还冒用 3C认证标志袁 当场对这些商

品进行了查扣遥 同时袁 启动问题产品溯

源机制袁 函告该产品批发商所在地的路
桥市场监管局及生产商所在地的义乌市

场监管局配合查处遥
此外袁 该局还积极开展网络巡查袁

查询并追踪 野牙签弩冶 在淘宝尧 京东等

网络购物平台上的销售情况袁 目前该关

键词已被屏蔽遥
重拳出击袁全面清理托班尧培训机构乱象

针对校园周边各种托管班尧 辅导

班尧 培训班众多等情况袁 该局出台了
叶关于规范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工作意

见曳袁 统一标准尧 规范登记遥 凡是辖区
内的盈利性托管机构袁 必须办理营业执

照袁 提供餐饮服务的必须办理餐饮许可

证袁 不符合办照条件的一律取缔遥 对国

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袁 面向社

会举办的非学历文化教育培训机构 渊如

语言尧 绘画尧 音乐尧 舞蹈尧 体育等冤袁

该局联合教育部门袁 告知这些教育培训

机构必须先取得办学许可证后袁 方可到

工商部门登记遥
对无办学许可证从事培训的培训机

构袁 该局一律抄告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尧

教育部门袁 对经营面积超过 200平方米

的抄告消防部门袁 对涉嫌广告违法的严

厉查处遥 目前排摸出各类校外托管尧 培
训机构 224家袁 其中无照 99家袁 目前已

经引导办照 10家袁 其他后续正在跟踪处

置中遥 培训机构有照无办学许可证的
118家袁 拟统一抄送城管尧 教育部门遥

追根溯源袁 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
为保卫舌尖上的安全袁 该局积极开

展校园周边商品质量检查袁 查处校园周
边制售假冒伪劣尧 过期变质尧 野三无冶

食品等不合格食品违法行为袁 严防学校

及周边出现群体性食品安全事故遥 同

时袁 该局还加强食品经营者自律机制建

设袁 指导和督促食品经营者落实第一责

任人的责任袁 监督食品经营者完善进货
台账索证索票制度袁 确保销售食品质量

安全和食品源头的可追溯遥
在此基础上袁 该局依托区食安办袁

在城区学校全面实施 野校队联管冶 模
式袁 确保学校周边百米范围无非法食品

经营点或基本实现无食品流动摊遥 今年

以来袁 共检查学校食堂 254家次袁 周边

餐饮单位 1624 次袁 责令整改 159 家袁

立案 9起袁 其中学校食堂 1起袁 抽检餐

具 360批次遥

区市场监管局重拳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今年共立案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45起

日前袁白云街道召开巡察星星村尧泾边村尧春潮村工

作动员会袁被巡察村野两委冶尧会计尧出纳尧村监会成员尧老

人协会会长尧部分党员尧村民代表袁巡视组全体成员等参

会遥据悉袁该轮巡察每村为期 5天遥巡察组通过召开动员
会尧发布巡察公告尧进行个别谈话等步骤开展工作遥重点

关注行政村野两委冶在贯彻落实上级重大决策部署尧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的问题曰在农村集体野三资冶管

理尧征地拆迁尧村级工程建设等方面问题以及村干部自

身的廉洁自律情况遥 巡察组在巡察期间袁不干预被巡察

村的日常工作袁并设立巡察专用信箱袁向群众公布联系

电话袁方便广大群众反映问题遥同时严格遵守保密规定袁

执行回避制度袁不泄露尧不扩散巡察情况和有关谈话内
容遥 本报通讯员 徐国友 摄

持续阴雨导致青菜价格明显上涨

报价单位：区发改局(物价局)

序号
零售价(元 /500 克)

上期
(6月 12 日)

去年
同期

本期

1 2.60 2.63 2.60

2 2.30 2.20 2.30

3 65.00 63.50 65.00

4 35.00 35.00 33.50

5 4.00 3.50 4.00

6 11.50 14.50 11.50

7 12.75 15.50 12.75

8 5.75 5.50 5.75

9 3.50 4.50 3.50

10 1.75 2.00 2.25

11 89 63 89

品种 单
位

晚籼米 元/500克

面粉 元/500克

桶装一级压榨菜籽油 元/5升

桶装一级浸出大豆油 元/5升

白糖 元/500克

鲜猪肉(后腿肉) 元/500克

鲜猪肉(精瘦肉) 元/500克

鸭蛋 元/500克

鸡蛋 元/500克

青菜 元/500克

瓶装液化石油气 (YSP-15) 元/瓶

较去年
同期涨
跌（%）

-1.14

4.55

2.36

-4.29

14.29

-20.69

-17.74

4.55

-22.22

12.50

41.27

采价日期院 2017年 6月 19日 注:1. 以上食品价格系椒江花园尧

万济池菜场部分摊点的平均价遥

2.与 6月 12日相比袁所监测的晚籼

米尧面粉尧桶装一级压榨菜籽油尧白糖尧

鲜猪肉尧鸭蛋尧鸡蛋尧瓶装液化石油气价

格均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遥桶装一级浸出

大豆油价格下跌了 1.50元/5升袁跌幅为

4.29%曰青菜价格上涨了 0.50元/500克袁

涨幅为 28.57%袁持续的阴雨天气是青菜

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遥 与去年同期相

比袁面粉尧桶装一级压榨菜籽油尧白糖尧

鸭蛋尧青菜尧瓶装液化石油气(YSP-15)价

格分别上涨了 4.55%尧2.36%尧14.29%尧

4.55%尧12.50%尧41.27%曰晚籼米尧桶装一

级浸出大豆油尧后腿肉尧精瘦肉尧鸡蛋价

格分别下跌了 1.14%尧4.29%尧20.69%尧

17.74%尧22.22%遥

渊椒江区发改局供稿 价格投诉

电话院12358冤

备

注

1最多跑 次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周美丽 金旭冤

野现在社保登记尧 社保费申报缴纳尧缴
费证明开具尧 社保费退库等原来需要

在地税大厅办理的社保业务全都可以
在社保中心地税窗口办理啦浴 冶区社保

中心大厅地税窗口的干部周盛斌欣喜

地介绍道遥这是椒江地税局在推进野最

多跑一次冶改革中的又一大举措袁也是

我区率先全市实现社保费征缴 野最多

跑一次冶袁切切实实地解决了纳税人办
理社保费征缴业务需要地税局尧 社保

局两部门来回跑的问题遥 冶
据了解袁在市地税局和市社保局达

成社保费征缴野最多跑一次冶的一致意
见后袁椒江地税局迅速行动袁与区社保

局召开协调会袁探讨优化了社保费征缴

流程袁建立了地税和社保两部门的常态

化沟通机制袁并第一时间在区社保中心

大厅设立了 2个地税窗口袁 于 6月 21

日正式开始接受业务办理袁从根本上解
决了办社保业务跑两个部门的难题遥截

至 6月 22日下午袁2个窗口已顺利办
理近 20笔业务遥

与此同时袁 椒江地税局通过加大

野互联网+政务服务冶的宣传引导等多项

举措袁细化落实社保费征缴的野最多跑

一次冶改革遥通过在窗口放置了叶支付宝

野三方协议冶验证流程图曳和叶支付宝社
保费缴款流程图曳袁 不仅免去缴费人跑

银行签订三方协议的麻烦袁而且实现灵
活就业人员在家通过支付宝动动手指

完成社保费缴纳袁真正实现我区 3万多
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费野跑零次冶遥

同时袁 地税工作人员也尽可能引

导单位缴费人登陆 野浙江国地税联合

电子税务局冶 线上办理三方协议和验

证遥 此外袁对于缴费人不方便上门取的

资料袁椒江地税局通过野地税专邮冶快
递送达袁最大程度让缴费人野少跑腿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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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王卫君 通讯员 李伟冤在野最多跑一次冶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袁事项电子化归档工作作为改革的一项
重要基础性工作袁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遥 近日袁区档案局在

全市率先开展电子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编制培训袁为
打通野最多跑一次冶全流程在线运行野最后一公里冶做准备遥

来自 28家单位的行政审批科负责人尧 档案员共 35

人参加培训遥 会上部署了电子化归档工作任务袁并对行政

许可的实施程序尧案卷内容尧保管期限划分尧我区政务服

务网电子文件的建设现状等内容进行了讲解遥

据悉袁下阶段袁区档案局渊馆冤将在椒江政务服务网行
政审批文件在线归档模块启用后袁 进一步开展审批单位

在线归档业务指导袁为打造野最多跑一次冶事项在线归档尧
保管尧移交尧共享利用的统一平台建设提供坚强支持袁实

现政务服务网电子文件全流程管理遥

我区在全市率先
开展电子文件归档工作培训

渊上接 A版冤尤其要理清规划尧抓住爆点尧强化改造尧全

面整合袁使旅游资源实现野点尧线尧面冶的结合袁并打造出一支
高水平的导游队伍尧全面提升岛上餐饮服务水平尧切实加强

岛上交通管理和民宿建设袁用野互联网+冶的思维做好旅游遥

陈挺晨还要求袁大陈岛干部要进一步增强自豪感袁像钢钉一

样扎根大陈岛尧服务大陈岛遥要上下同欲尧紧抓机遇袁共同迎

接八方来客遥

调研期间袁陈挺晨一行还先后来到驻岛部队尧大陈镇政
府尧大陈实验学校尧卫生院以及垦荒队员家中袁对驻岛官兵尧

工作人员尧教师尧医护人员和垦荒队员表示感谢和慰问遥 陈
挺晨赞扬了他们扎根大陈尧奉献大陈的精神袁并勉励他们继

续发扬大陈岛垦荒精神尧像钢钉一样牢牢地扎根大陈岛袁为

建设野现代化的大陈尧小康的大陈冶做出更大的贡献遥

6月 26日院阴有阵雨袁雨量中等袁东北风 3耀
5级遥 日气温 22耀25益袁市区水泥路面最高温度
30耀32益曰沿海海面东北风 5耀6级阵风 7级遥

6月 27日院阴有阵雨或雷雨遥 日气温 22耀
25益曰沿海海面东北风 5耀6级阵风 7级遥

6月 28日院阴有阵雨或雷雨遥
6月 29日院多云遥
6月 30日院多云遥
7月 1日院多云遥
7月 2日院多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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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 A版冤 当天袁 全区各街道 渊镇冤尧 椒渔尧 农场

同步开展专职网格员面试遥

为做好这次 野网考冶袁 我区高度重视袁 统一组织招录袁

包括统一组织笔试尧 统一组织面试尧 统一评判标准遥 我区

也是全市报考人数最多的县 渊市尧 区冤遥 区委政法委联合

区人力社保局及各街道综治办袁 于 6月 18日组织开展全

区专职网格员考试袁 1092人报名参加笔试遥 此次笔试做
到考前准备充分尧 仔细审核袁 考中做好考场纪律维护袁 考

后做好监督袁 笔试结果由各街道各自进行公示袁 确保笔试
成绩公开透明遥 当天的面试袁 区委政法委派出 11名督导

人员对面试环节全程监督袁 确保面试 野同一套试题尧 同一

个时间尧 同一份答案冶袁 充分保障公平公正遥
专职网格员具体要做哪些工作呢钥 专职网格员的工作

范围包括协助网格长做好网格有关工作曰 全面掌握网格信

息袁收集录入社会治安尧信访维稳尧安全生产尧食品药品安

全尧消防安全尧流动人口尧出租房屋尧社会组织等各类基础信

息和与之相关的违法犯罪线索尧矛盾纠纷尧安全隐患尧环境

污染尧群众诉求等动态信息袁能处理的及时处理袁不能处理

的及时上报曰做好政策法规宣传等其他工作遥

424个野家门口冶的工作虚位以待

全力推进野两个大陈冶建设

台州自来水有限公司服务热线院88223023院 服务投诉电话院

88886314

台州自来水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水

质

公

告

根据台州自来水有限公司水质处 6月 19日对椒江区我公司

供水区域内 19个采样点的检测结果袁 各项数据均符合国家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 渊GB5749-2006冤遥

单 位

指 标 指
浑浊度
渊NTU冤

游离氯
(mg/L)

菌 落 总 数
(CFU/ml)

总 大 肠 菌 群
(MPN/100ml)

标 准 限 制 臆1 出 厂 水 院逸 0.3
管 网 水 院逸 0.05 臆100 不 得 检 出

检 测

结 果
出 厂 水 0.08 0.50 未检出 未检出
管 网 水 0.10 0.15 未检出 未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