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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上午，市市场监管局召开“四城
联创”决战誓师大会，动员全市市场监管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迅速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当
先锋、当主力，坚决高质量完成市委、市政府
交予的各项工作任务，以坚强有力的作风和决
战决胜之势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荣誉战。

会议指出，2020年，我市将持续开展“四
城联创”创建活动，市市场监管系统作为城区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两小门店”集中整治、废
品收购站环境治理以及大型商场超市文明创建
的牵头单位，是我市“四城联创”工作的主力
军，全市各级市场监管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继

续发扬优良作风，全力以赴、锲而不舍、务求
必胜。

会议召开后，我市各市场监管部门积极行
动，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
发扬“钉钉子”的精神，紧盯创建目标，在市
场监管战线吹响“四城联创”冲锋号！

核
心
提
示

吹响“四城联创”冲锋号
——我市市场监管系统“四城联创”工作侧记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七一前夕，市市
场监管局直属机关党委组织开展迎七一党建
观摩活动。

活动中，观摩团成员通过翻阅资料、听
取汇报、测评打分等方式，详细了解各个基
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的优势和短板。各单位相
关领导、党务工作人员边看边议、边议边
学，在比较中寻找差距，在学习中相互提
高，在交流中凝聚共识，达到了观摩学习再
提升的目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观摩结束后，观摩团一行 20 余人召开
了观摩点评会，10 家直属单位党组织主管
领导依次就党组织书记履职情况、党组织基
层基础工作、服务中心工作、创新亮点工
作、存在不足及下一步工作打算等方面进行
了汇报。

市市场监管局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王萍
从软件、硬件、保障和成效等方面逐个进行
点评，并就下一步党建提升工作重点、推进
计划提出四项要求：一要高度重视，提高站
位，各个单位要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巩
固成绩、补齐短板，扎实把党建抓上去；二
要通过推进“三会一课”等党内组织生活的
制度化、常态化，形成长效机制，推动基层
党建全面提升、全面过硬；三要以党建工作
带全局，以党建统领为核心，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党建、业务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四要转变
思想，与时俱进，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创新
党建工作形式，打造突出亮点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直属机关党委
开展迎七一党建观摩活动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非常感谢政府
的支持，不仅高效出具了检定证书，而且避
免人员过多接触，确保了安全。我们也要铆
足干劲，加快复工复产！”日前，市金厨食
品有限公司修武分公司负责人说，该公司的
13 台电子秤得到快速准确的检定，得益于
修武县检测中心为企业开辟的检定服务绿色
通道。

除了上述这家公司外，修武县数十家企
业都享受到了这一惠企措施。自全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修武县检测中心
领导高度重视，迅速抽调业务技术骨干和党
员干部，为疫情防控医疗单位、复工复产企
业开辟检定服务绿色通道，简化检定备案委
托程序，为单位和企业提供不见面咨询、预
约、办理等服务。

针对全县医疗机构直接用于疫情防控的
医用超生诊断仪超声源、血压计、心脑电图
机等医用计量器具，实行上门免费检定。该
检测中心先后为修武县城关医院、王屯乡卫
生院等医疗机构检定心脑电图机、血压计等
医疗计量器具。

“当前，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我们将上下一心，不畏危险，主动作
为，以最优的服务、最快的速度、最精准的
计量技术完成疫情防控期间各项计量检定工
作，切实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有效的计量技
术支撑，用实际行动践行计量人的初心与使
命。”修武县检测中心有关负责人说。

修武县检测中心

助力疫情防控 服务企业复工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高效的工作效
率，优质的服务态度，让我们企业真真切切
体会到了改革的便利，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燃
眉之急，为我们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营商
环境。”日前，原省保和堂药品连锁有限公
司质量部负责人邢利，对市市场监管局行政
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赞誉道。

据介绍，市市场监管局行政服务窗口围
绕“放管服+政务服务”和“最多跑一次”
改革，以“服务企业发展”为衡量改革成效
的重要指标，落实“依法办、网上办、一次
办、就近办、公开办”，优化政务服务，在
办理时限比要求时限减少64%的基础上再提
速，以实际行动展现该局对企业发展的支
持。

原省保和堂药品连锁有限公司下属 22
家连锁门店全部改成单体药店，需要重新办
理药品经营许可证。该窗口受理申请后按时
间节点尽快下发了委托验收，但因企业多、
时间紧，如不尽快验收发证将影响企业的经
营。

该窗口工作人员急企业所急，派出3名
执法人员赴沁阳同沁阳市市场监管局一起现
场检查验收，只用一天时间将22家企业验
收完毕，经公示后企业顺利取得药品经营许
可证，比法定办结时间提前15天，大大提
高了审批工作效率，确保了22家企业正常
经营。

市市场监管局

行政审批提速 服务企业发展

2020 年，我市将持续开展“四
城联创”创建活动。市市场监管局日
前召开“四城联创”决战誓师大会，
动员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广大干部职工
迅速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当先
锋、当主力，坚决高质量完成市委、
市政府交予的各项工作任务，以坚强
有力的作风和决战决胜之势坚决打赢
这场攻坚战、荣誉战。

扎实推进“四城联创”工作，就
是要打好市场监管工作的基础。经过
三年多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市“四
城联创”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今年
已经到了决战决胜、最后冲刺的紧要
关头。在这场“终极大考”中，全市
市场监管系统作为城区农贸市场升级

改造、“两小门店”集中整治、废品
收购站环境治理以及大型商场超市文
明创建的牵头单位，不仅是我市“四
城联创”工作的主力军，更是市场安
全运行、高质量发展的监管者、服务
者。扎实推进“四城联创”工作，就
是要在当前集中整治工作的基础上，
着力建设长效机制巩固创建成果，为
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作”奠定更
加坚实的基础。

扎实推进“四城联创”工作，就
是要服务城市的发展需要。“四城联
创”是市委、市政府切实改善提升人
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有效载体，是建设

“精致城市、品质焦作”的有力抓
手。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如何立足职
能，让“两小门店”以及大型商场超
市实现精致，体现品质，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沉甸甸
的责任。工作中，全市市场监管人只

有扑下身、迈开腿，扎实推进“四城
联创”工作，才能更好地服务“精致
城市、品质焦作”的发展需要。

扎实推进“四城联创”工作，就
是密切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四
城联创”关系全市人民群众生活的质
量提升，从市场安全和健康发展方面
来看，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转
变，即从过去那种低端粗放的向高质
量发展的转变。创建工作中，全市市

场监管人从监管到服务，与广大商户
一道为市场改造和提档升级出主意想
办法，密切了和商户之间的关系；全
市市场监管人开展文明创建，深入了
解商户和人民群众生活所需，处处彰
显党员先锋模范的引领作用，他们战
酷暑、迎风雪的形象也深深赢得广大
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密切了
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

这正是市场监管工作以人民为中
心的真切体现，更是市场监管工作科
学健康发展的生命之源。

让“四城联创”提升市场监管成效
□高小豹

山阳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对“两小门
店”开展入户宣传。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解放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对辖区农贸
市场进行督导。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中站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对金鸥市场
生物病媒防制设施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帮助
商户整理防蚊蝇帘。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马村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督促超市完
善创建档案。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示范区工商分局工作人员与商户共同清
洗门帘。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摄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 在市市场监管局
“四城联创”决战誓师大会召开后，山阳区市
场监管局随即召开动员大会，要求以强烈的责
任感，饱满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的工作作
风，全力投入创建工作，不断巩固和提升创建
成果，确保各项创建工作开展顺利。

山阳区市场监管局突出重点，扎实开展创
建工作。对“两小门店”整改提升，初步拟定

整改标准，强调近期整改工作重点，调整今年
食品安全工作重点，集中执法资源向“四城联
创”工作倾斜，加快同疫情防控工作的衔接，
延续前期复工复产守则中的行业内要求，将两
项工作的重叠部分常态化、细节化。

针对“精品”门店创建，该局提高标准，
即着手梳理技术评估 5 条示范街和 80 家精品

“两小门店”现状并制定整改进度表，对于新开门

店，要求执法人员将创建标准前置，减少经营者的
盲目、重复投入，确保新开商户能及时明确整治
标准。

在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方面，山阳区市场监管
局以督导组反馈问题为抓手，举一反三，对豫
通、宏光两个农贸市场经营的散装直接入口食品
开展集中整治，明确责任人和责任区域，实现动
态监管，确保实效。

山阳区市场监管局：不断巩固和提升创建成果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为深入贯彻落实全
市“四城联创”誓师大会精神，中站区市场监
管局紧盯创建目标，再掀“四城联创”新高潮。

中站区市场监管局召开党组会、局务会，
对“四城联创”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要求
各基层监管所认真落实“四城联创”誓师大会
精神，对照测评标准，逐条逐项达标，扎扎实
实做好补齐短板、巩固优势的工作，全力决战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测评。
同时，该局对“两小门店”整治组、农贸

市场升级组、废品收购站整治组细化责任，确
定整治重点。其中，农贸市场近期整治重点是
保持、维护创建成果，开展病媒生物防制、疫
情防控、水产销售监管等工作；废品收购站整
治重点是对反弹的现象进行集中防控；“两小
门店”整治重点是督促食品经营单位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加
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落实好定期消杀等防控
措施。

为加强宣传营造创建氛围，中站区市场监
管局积极做好宣传氛围的营造，在“两小门
店”、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加大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文明经营活动等宣传力度，在前期工
作的基础上，查漏补缺，确保相关标语齐全。

中站区市场监管局：再掀“四城联创”新高潮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市市场监管局“四
城联创”决战誓师大会召开之后，解放区市场
监管局高度重视，明确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
任，扎实推进辖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各项工作
有序开展。

为抓好“四城联创”宣传工作，解放区市场
监管局充分利用辖区各农贸市场电子显示屏及

广播等，对“四城联创”工作进行宣传，形成人人
参与创建、人人支持创建的良好氛围。同时，该
局强化督促指导，工作人员不间断对辖区农贸
市场进行督导，发现问题积极与市场主办方联
系并下发督导单，查找存在的问题，紧盯整改落
实情况，推动创建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同时，解放区市场监管局积极进行疫情防

控，对辖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所有生鲜冷冻
肉经销户及工作人员进行登记造册；排查市场
工作人员、商户及家人自6月1日起是否到过
北京等地，近期有无发热情况；要求各农贸市
场主办方工作人员每天上班自测体温，报告身
体健康情况，商户要自备好防疫防护用品，自
测体温，如有发热情况立即向市场报告。

解放区市场监管局：明确任务 压实责任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自全市、市市场监
管局“四城联创”决战誓师大会召开之后，马
村区市场监管局及时召开“四城联创”工作动
员会，对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任务进行责任分工
和安排部署。

在农贸市场整治方面，马村区市场监管局
按照“四城联创”工作部署和安排，工作人员
深入市场开展日常督导和检查。其中，中兴市
场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制订2020年整体升级改造

计划，结合“四城联创”标准，逐步开展升级
改造。目前，该市场正在进行外墙粉刷、顶棚
刷漆等改造工程。

在废品收购站环境治理方面，马村辖区废
品收购站点共16家，根据相关工作要求，已清
理取缔13家，证照齐全且符合创建标准的共3
家着重加强督导检查工作，严防反弹。

在商超文明创建方面，该局严格按照商场
超市测评标准进行整改，从整体环境到具体细节逐

一抓逐一落实到位，定人定区域定岗位，重点抓
好卫生秩序、车辆摆放、物品摆放等，确保整改
达标。

在“两小门店”整治方面，马村区市场监管
局继续每日对“两小门店”督导检查，坚持创建
标准不降低，针对存在问题多且经常反弹的经营
门店多监督多指导，要求必须达到创建标准，创
建内容达标后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巩固“两小门
店”治理成果。

马村区市场监管局：主动作为 尽职履责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为全面贯彻落实全
市、市市场监管局“四城联创”决战誓师大会
会议精神，示范区工商分局积极行动，扎实推
动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废品收购站环境治理以
及大型商场超市文明创建等各项任务落实。

认真领会、提高认识。示范区工商分局组
织召开“四城联创”决战誓师大会，层层传达
贯彻上级会议精神，要求干部职工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树立大局意识，为打赢“四城联
创”攻坚战贡献示范工商力量。

示范引领、突出重点。作为农贸市场升级

改造、废品收购站环境治理以及大型商场超市
文明创建的牵头单位，示范区工商分局按照测
评要求，以万鑫市场、百大嘉苑超市、易成泰
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等必检点位的整改提升
进行示范引领，全面提升整体创建水平。

分解任务、狠抓落实。在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方面，示范区工商分局以落实驻场工作机制
为抓手，巩固常态化管理机制，进一步细化驻
场各部门责任分工，强化协调配合，共同解决
好农贸市场巩固提升工作中遇到的各类实际问
题。在废品收购站环境治理方面，该分局牵头

协调相关部门做好长效化管理及综合执法，严
格对标达标，建立台账清单。

完善机制，强力推进。示范区工商分局继
续把“四城联创”作为贯穿全年的工作主线，
坚持把近年来在创建实践中形成的有效做法，
转化为长效工作机制，同时强化考核机制，组
织督导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进行通报批评、责
令整改，统筹推进城区农贸市场、废品收购站
以及大型商超环境卫生、设施设备、经营秩序
以及社会宣传等各方面创建工作高质量开展和
常态化保持！

示范区工商分局：坚守初心 克难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