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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轮养成教育（重点脏乱差问题和不文明行为整治）满意度评审结果表

序号 问题描述 牵头部门 责任单位 备注

1 老城区线路如蜘蛛网（泰北路高沙园社区门口以西、北海小区等） 经信委
经信委、移动公司、电信公司、联通公司、江
苏有线、供电公司

2
服装加工小作坊门前乱堆乱放、车辆乱停放、垃圾乱飞舞（塔沿路、水韵
新城西、北门面房、新华西路、武安路等）

城管局 城管局、经信委、市监局、环保局、消防大队

3 城区小理发店、足疗店门口乱晾晒（花湾路、烟雨路等） 市监局 市监局、城管局、卫计委

4 农贸市场周边：黄渡疏导点门口经营秩序、车辆停放秩序混乱 高邮镇 高邮镇

5 城区垃圾桶分类、密闭 城管局 城管局、高邮镇、开发区、城南新区

6 高谢路出店经营现象严重 高邮镇 高邮镇

7 老酱醋厂内，杂草丛生、破旧不堪 供销社 供销社、高邮镇

8 小区整治：江南明珠苑楼道杂物乱堆放、车辆乱停放 房管局 房管局

9

10

流动摊点：珠光路长途车站门前长期有水果亭、修鞋摊、早餐车占道经营 城管局 城管局、交投集团 第八轮未通过评审

秦邮茗都北苑大门南侧、祥民路有马路市场，占道经营，垃圾遍地 开发区 开发区、城管局、市监局、交警大队 第八轮未通过评审

野广告、牛皮癣全面整治 城管局
城管局、公安局、市监局、房管局、高邮镇、
开发区、城南新区、三大运营商

第七、八轮未通过评审

流动摊点：御花园小区西门存在马路市场 城管局 城管局、高邮镇 第七、八轮未通过评审

北澄子河北岸乱搭建、乱晾晒 水利局 水利局、开发区

馆驿路（盂城路至蝶园路）两侧店外出摊、占道经营问题严重 城管局 城管局、高邮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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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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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安全食品，你我共同的心愿！

曝光栏

食品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安全食品，你我共同的心愿！

绎本周食品安全快检概述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5 日，我局共开展食品安全快检

6612 批次，其中蔬菜 4933 批次，畜禽肉 1086 批次，水果 29
批次，水产品 55批次，其他 509批次，本期抽检覆盖全市 29
个农贸市场，68家超市。检测项目主要有农药残留、瘦肉精、
二氧化硫等 14 项，农药残留检测占 75.22豫，瘦肉精检测占
16.42豫，二氧化硫检测占 6.0豫，吊白块检测 1.0豫，亚硝酸盐
检测 0.46豫，溴酸钾检测 0.01豫，甲醛检测 0.15%，硼砂检测
0.11%，硫酸钾铝检测 0.03%，孔雀石绿检测 0.12%，呋喃它
酮检测 0.12%，呋喃妥因检测 0.12%，呋喃西林检测 0.12%，
呋喃唑酮检测 0.12%。检测的食用农产品（食品）中，阳性 2
批次，阳性率 0.03豫。阳性批次中，亚硝酸盐超标 1批次，阳

性率 0.015豫，主要是鱼酸菜；二氧化硫超标 1批次，阳性率
0.015豫，主要是干银耳。对于抽检中发现的上述阳性食品（食
品农产品），我局均已分别通知经营者下架销毁，或转为监督
性抽检。

本周食品快检检测的散装蔬菜、干货、肉及肉制品等均
为普通群众消费量比较大的食用农产品，采样主要集中在农
贸市场、商场超市，涵盖全市城乡，结果显示合格率达到

99.97豫，说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该类食品基本可靠。
绎消费警示

本期食品快检发现的问题主要是亚硝酸盐、二氧化硫
超标。

绎二氧化硫小常识

二氧化硫是国内外允许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在食
品工业中发挥着护色、防腐、漂白和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如

果过量使用、滥用就会危害身体健康。同样，适量摄入二氧
化硫是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消费者如果购买了疑似二
氧化硫轻度超标的食品，可以采取打开食品包装袋进行晾
晒或用纯碱水浸泡，再用清水漂洗等方法降低二氧化硫含
量，减少对身体的不良影响。

食品安全快检信息
阴 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有关部门批准，现定于 2018年 12月 20日上午十

点在少游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对以下公车进行拍卖：1.

苏 KJ6218荣威轿车 (登记时间 2008年 12月)，参考价

2.5万元；2.苏 KJ3643东风小客(登记时间 2007年 6月)，

参考价 0.3万元；3.苏 KJ2498尼桑小型普通客车(登记时

间 2007年 12月)，参考价 1.8万元；4.苏 KJ4675别克轿

车(登记时间 2008年 2月)，参考价 2.8万元；5.苏 KZJ407

江铃全顺小客(登记时间 2010年 7月)，参考价 1万元。

有意者请于 2018年 12 月 19 日下午三点前携带保

证金进账单到扬州市少游拍卖有限公司办理报名手续，帐

户名称：扬州市少游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高邮市农村商

业银行文游支行, 帐号：3210840401201000338482，报

名时每辆车需交竞拍保证金 1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 12月 18日至 12月 19日
单位地址：高邮市新 237省道城南经济新区中心大

道二手车交易市场内
咨询电话：0514－84065111 13056324888（陈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翟女士）

公车拍卖公告

产品名称 商标
生产日期/
批号

被抽样单位
及地址

生产企业名称
及地址

检测项目 检验结论

韭菜 / 2018-10-17
高邮市福客
百货超市

/ 腐霉利 不合格

杯子 / 2018-10-31
高邮市徐健
小吃部

高邮市洁馨餐
具送桥郭集配
送中心

阴离子合
成剂不得
检出

不合格

1 房管局
江南明珠苑：1.满意（0）；2.基本满意（5）；3.不满意（7）
朗盛天琴：1.满意（4）；2.基本满意(6);3.不满意(2)

2 珠光路长途车站门前长期有水果亭、早餐车占道经营 城管局 1.满意（1）；2.基本满意（6）；3.不满意（5）

3 背街后巷机动车乱停放。 高邮镇 1.满意(3);2.基本满意(5);3.不满意(4)

4 花湾路、烟雨路存在出店经营、车辆乱停放现象 城管局
花湾路：1.满意(3）；2.基本满意（6）；3.不满意（3）
烟雨路：1.满意（1）;2.基本满意（9）；3.不满意（2）

5
运河东堤两侧沿线绿化带存在建筑垃圾、杂物乱堆放现象，严重影
响环境（二桥至盂城驿间）

水利局 1.满意（2）；2.基本满意（6）；3.不满意（4）

6 秦邮茗都北苑大门南侧、祥民路有马路市场，占道经营，垃圾遍地 开发区 1.满意（0）；2.基本满意（1）；3.不满意（11）

7 小淖河东岸沿线，毁绿种菜现象严重

城建局

1.满意（5）；2.基本满意(5)；3.不满意（2）

8
屏淮路东侧（翡翠园-世贸家居馆），绿化带长期无人管理，且存
在大面积枯死、毁损现象，同时有车辆乱停放现象

1.满意（6）；2.基本满意（3)；3.不满意（3）

9 交通志愿者服务不规范（有捂口罩、玩手机、不作为等现象）
机关工委  
交警大队  

1.满意（1）；2.基本满意（9）；3.不满意（2）

10 华山路（一洋制药厂东侧）水体黑臭、污染严重 水利局 1.满意（2）；2.基本满意（7）；3.不满意（3）

府前街社保局西侧巷子水果摊长期占道经营

序号 问题描述 牵头部门 满意度（得票数） 是否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影响出行
城管局

1.满意（0）；2.基本满意（9）；3.不满意（3）

沿河路违章建筑侵占人行道和盲道 1.满意（8）；2.基本满意（2)；3.不满意（2）

文游中路行政服务中心对面农商行南侧过道（包括院子内），有大
量杂物堆放，环境脏乱差

高邮镇 1.满意（7）；2.基本满意（4）；3.不满意（1）

野广告、牛皮癣全面整治
城管局

1.满意（0）；2.基本满意（5)；3.不满意（7）

1.满意（2）；2.基本满意（3）；3.不满意（7）

小区管理：江南明珠苑、朗盛天琴车辆无序停放

流动摊点：

文明停车：

门前四包管理：

河道治理：

流动摊点：御花园小区西门存在马路市场

未通过

未通过

未通过

未通过

未通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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