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景宁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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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生走进县实验幼儿园!开展以"职业体验#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 景宁中学学生在幼儿园

各年级组长的带领下!分组参与活动区域环境创设!通过此次活动!使他们对幼儿园教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通讯员 叶香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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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集中整治市容市貌
本报讯（实习记者 沈璐）近日，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开展整治行动，对县城区域内消防通
道占道经营、乱堆放等现象进行集中整治，确
保全面排查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位置，助力平
安县城建设。

经前期现场勘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
人员发现在创新路路段存在着占道经营、乱停
乱放、乱堆乱拉等现象。对此，县综合执法局工
作人员上门进行口头劝导，同时下发限期整改
通知书，要求商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

此外，执法人员还通过在各片区发放相关
平安县城创建、杜绝违法建设、共建美丽畲乡等
宣传资料，耐心解答巡查过程中市民提出的问
题，认真记录和解决现场反应的市容相关问题。
同时，劝导居民规范停好消防通道内的电瓶车、
摩托车等车辆，主动整改存在问题，并对占用消
防通道经营的经营户下发整改通知书，责令其
限期整改。截至目前，共发放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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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份，帮助市民规范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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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辆，整治堆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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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累计劝导流动摊贩占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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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次。
“下阶段，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规定各片

区负责人严格记录和跟踪反馈存在问题，提高
巡查密度和力度，做好蹲点和巡查工作，及时
劝导、引导居民尤其是校园周边的经营户主动
整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高卫和告诉
记者，下阶段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坚持“高标准、
勤检查、严治理、全覆盖”的原则，到各社区、老
旧小区、高层建筑等区域开展网格巡查，全力
助力和美景宁平安建设工作。

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网络市场定向监测行动
本报讯（实习记者 沈璐 通讯员

石秀珍）为强化“双
()

”网络集中促销监
管，规范电子商务市场秩序，净化网络消
费环境，近日，县市场监管局根据省、市
局有关工作部署，组织开展“双

**

”网络
市场定向监测行动。

行动前，该局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
服务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细化实施方案。行动中，工作小
组采用网络巡检、动态监控、实地走访相
结合的监测手段，由各基层所对省局下
发的县域范围网店，以及投诉举报较集

中的网站、网店等共计
&+

家网络经营主
体开展重点监测。主要监测内容为主体
身份信息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存在虚假
宣传、商标侵权、刷单炒信、商业混淆等
违法经营行为，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将根
据具体情况

,

采取行政约谈、责令改正、
立案查处等措施予以处理。

活动中，工作小组强化培训指导，学
习网络监管相关法规和网络监测、取证、
固证操作技能，交流心得经验，积极探讨
监测难点，不断提升监测效能，力争通过
“双

**

”定向监测，提高网络监管能力，

查找网络交易集中问题、难点，查办网络
典型案件，形成一定影响力。活动期间，
该局还结合“放心消费”宣传活动，开展
大型广场宣传活动

*

次，电商座谈
+

次，
微信公众号宣传

+

次，通过宣传《电子商
务法》等法律法规及网络安全消费知识，
引导网络经营主体加强自律，提高网络
消费主体理性消费意识。

截至目前，已监测网站、网店
+$

家，
发现违法线索

*

条，已交稽查队核实办
理。

毛 乡自然灾害
科普馆完成布展
本报讯（通讯员 潘景景）近日，由毛篛乡

打造的全县首个自然灾害科普馆完成布展。
科普馆展示以我县常见的自然灾害（泥石

流、山洪、地震、森林火灾、台风）为主，基于
*--.

年毛篛乡沙篛村山体滑坡和
+/%0

年桑美
台风对毛篛乡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为背景，分前言、灾害大事记、松柏长青、毛
篛纪实、八方驰援、事件重现、家园重建、自然
灾害科普展示等

.

个内容进行布展。
科普馆将于

))

月
)%

日正式开馆。此外，科
普馆还可以提供地质灾害、水利防汛、地震应
急等现场教学、演练、科普等使用。

科普馆的建立，使毛篛乡群众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一起，牢记历史、吸取教训、发奋图强，
重建美丽、幸福新家园，同时，也让参馆群众了
解自然灾害相关知识，懂得防治灾害、重视环
境保护，珍惜当下和美生活。

县法院举行首个“执行公开集中接待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毛宁儿）日前，县

法院开展首个“执行公开集中接待日”活
动。

今年以来，县法院执行案件数量持
续增长，由于执行工作的特殊性，执行干
警需要经常外出办案，给当事人造成了
执行法官“难见”“难找”的印象，让当事
人产生误解，影响案件执行效率。

为了能够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从
))

月
&

日起，县法院将每周一上午作为本
院执行工作的集中接待日。届时，所有执
行办案人员将集中接待执行案件当事
人，反馈案件执行情况，接受执行线索反
映和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听取当事人诉
求。
“通过开展集中接待日活动，能畅通

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联系渠道，让当事
人更加信任办案人员，提高执行效率。”
县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首个“执行公开集中接待
日”共接访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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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次，登记执行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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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条，调解案件
)

起，涉及标的
!

万元，对当事人反映的问题情况做到
)%%1

当面答复。

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
无偿献血系列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陈军）为进一步宣传普

及无偿献血知识、表彰无偿献血模范、保障全
县临床用血供应，

**

月
0

日，县卫生计生局联
合县红十字会在石印山广场开展“众志成城二
十载，热血汇聚中华情”主题献血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及
社会爱心人士踊跃参与，积极献血。大家纷纷
填表、检测、采血，按照医生的要求秩序井然地
进行着。献血者们表示，希望通过无偿献血这
种方式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为一些急需
用血的患者带去关爱和温暖。

下一步，县卫生计生局和县红十字会将通
过开展以“无偿献血，你就是英雄”为主题的献
血者和志愿者表彰活动以及“无偿献血讲师
团”创建活动，积极向社会宣传无偿献血知识，
营造无偿献血光荣的社会氛围，号召更多社会
人士投入到无偿献血事业当中。

近年来，我县无偿献血事业不断进步、献
血者队伍不断壮大。全县先后有

*!/

余人次荣
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爱美小贴士一：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的区别
一般情况美容分为两类：生活美

容、医疗美容。这两者目的相同，但里
面的区别很大，主要有：

一、定义
生活美容是指运用化妆品、保健

品和非医疗器械等非医疗性手段，对
人体进行的诸如皮肤护理、按摩等带
有保养或保健性的非侵入性的美容
护理。简单来说，生活美容就是我们
日常生活中自己能做的，或者到美容
院让美容师做的美容。

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
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
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
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
塑。美容医疗机构是指以开展医疗美
容诊疗业务为主的医疗机构。

二、证件管理
操作医疗美容的单位要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仅操作生活美
容的单位则不用。

医疗美容的从业人员：执业医

师、执业护士、相应的医疗美容资质
要求主诊医师还须具备相应要求。生
活美容的从业人员取得健康合格证
明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即可。

三、常见项目
常见的医疗美容有双眼皮、光子

嫩肤、脱毛、注射美容、整形美容等。
常见的生活美容有生活护理、美

发、足疗、面部按摩、
234

等。
景宁畲族自治县卫生监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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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集中整治市容市貌
本报讯（实习记者 沈璐）近日，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开展整治行动，对县城区域内消防通
道占道经营、乱堆放等现象进行集中整治，确
保全面排查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位置，助力平
安县城建设。

经前期现场勘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
人员发现在创新路路段存在着占道经营、乱停
乱放、乱堆乱拉等现象。对此，县综合执法局工
作人员上门进行口头劝导，同时下发限期整改
通知书，要求商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

此外，执法人员还通过在各片区发放相关
平安县城创建、杜绝违法建设、共建美丽畲乡等
宣传资料，耐心解答巡查过程中市民提出的问
题，认真记录和解决现场反应的市容相关问题。
同时，劝导居民规范停好消防通道内的电瓶车、
摩托车等车辆，主动整改存在问题，并对占用消
防通道经营的经营户下发整改通知书，责令其
限期整改。截至目前，共发放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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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累计劝导流动摊贩占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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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次。
“下阶段，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规定各片

区负责人严格记录和跟踪反馈存在问题，提高
巡查密度和力度，做好蹲点和巡查工作，及时
劝导、引导居民尤其是校园周边的经营户主动
整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高卫和告诉
记者，下阶段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坚持“高标准、
勤检查、严治理、全覆盖”的原则，到各社区、老
旧小区、高层建筑等区域开展网格巡查，全力
助力和美景宁平安建设工作。

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网络市场定向监测行动
本报讯（实习记者 沈璐 通讯员

石秀珍）为强化“双
**

”网络集中促销监
管，规范电子商务市场秩序，净化网络消
费环境，近日，县市场监管局根据省、市
局有关工作部署，组织开展“双

**

”网络
市场定向监测行动。

行动前，该局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
服务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细化实施方案。行动中，工作小
组采用网络巡检、动态监控、实地走访相
结合的监测手段，由各基层所对省局下
发的县域范围网店，以及投诉举报较集

中的网站、网店等共计
&+

家网络经营主
体开展重点监测。主要监测内容为主体
身份信息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存在虚假
宣传、商标侵权、刷单炒信、商业混淆等
违法经营行为，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将根
据具体情况

5

采取行政约谈、责令改正、
立案查处等措施予以处理。

活动中，工作小组强化培训指导，学
习网络监管相关法规和网络监测、取证、
固证操作技能，交流心得经验，积极探讨
监测难点，不断提升监测效能，力争通过
“双

((

”定向监测，提高网络监管能力，

查找网络交易集中问题、难点，查办网络
典型案件，形成一定影响力。活动期间，
该局还结合“放心消费”宣传活动，开展
大型广场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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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电商座谈
+

次，
微信公众号宣传

+

次，通过宣传《电子商
务法》等法律法规及网络安全消费知识，
引导网络经营主体加强自律，提高网络
消费主体理性消费意识。

截至目前，已监测网站、网店
+$

家，
发现违法线索

(

条，已交稽查队核实办
理。

毛 乡自然灾害
科普馆完成布展
本报讯（通讯员 潘景景）近日，由毛篛乡

打造的全县首个自然灾害科普馆完成布展。
科普馆展示以我县常见的自然灾害（泥石

流、山洪、地震、森林火灾、台风）为主，基于
(--.

年毛篛乡沙篛村山体滑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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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桑美
台风对毛篛乡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为背景，分前言、灾害大事记、松柏长青、毛
篛纪实、八方驰援、事件重现、家园重建、自然
灾害科普展示等

.

个内容进行布展。
科普馆将于

((

月
(/

日正式开馆。此外，科
普馆还可以提供地质灾害、水利防汛、地震应
急等现场教学、演练、科普等使用。

科普馆的建立，使毛篛乡群众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一起，牢记历史、吸取教训、发奋图强，
重建美丽、幸福新家园，同时，也让参馆群众了
解自然灾害相关知识，懂得防治灾害、重视环
境保护，珍惜当下和美生活。

县法院举行首个“执行公开集中接待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毛宁儿）日前，县

法院开展首个“执行公开集中接待日”活
动。

今年以来，县法院执行案件数量持
续增长，由于执行工作的特殊性，执行干
警需要经常外出办案，给当事人造成了
执行法官“难见”“难找”的印象，让当事
人产生误解，影响案件执行效率。

为了能够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从
((

月
&

日起，县法院将每周一上午作为本
院执行工作的集中接待日。届时，所有执
行办案人员将集中接待执行案件当事
人，反馈案件执行情况，接受执行线索反
映和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听取当事人诉
求。
“通过开展集中接待日活动，能畅通

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联系渠道，让当事
人更加信任办案人员，提高执行效率。”
县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首个“执行公开集中接待
日”共接访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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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次，登记执行
信息

(/

余条，调解案件
(

起，涉及标的
!

万元，对当事人反映的问题情况做到
(//1

当面答复。

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
无偿献血系列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陈军）为进一步宣传普

及无偿献血知识、表彰无偿献血模范、保障全
县临床用血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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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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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县卫生计生局联
合县红十字会在石印山广场开展“众志成城二
十载，热血汇聚中华情”主题献血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及
社会爱心人士踊跃参与，积极献血。大家纷纷
填表、检测、采血，按照医生的要求秩序井然地
进行着。献血者们表示，希望通过无偿献血这
种方式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为一些急需
用血的患者带去关爱和温暖。

下一步，县卫生计生局和县红十字会将通
过开展以“无偿献血，你就是英雄”为主题的献
血者和志愿者表彰活动以及“无偿献血讲师
团”创建活动，积极向社会宣传无偿献血知识，
营造无偿献血光荣的社会氛围，号召更多社会
人士投入到无偿献血事业当中。

近年来，我县无偿献血事业不断进步、献
血者队伍不断壮大。全县先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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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次荣
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爱美小贴士一：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的区别
一般情况美容分为两类：生活美

容、医疗美容。这两者目的相同，但里
面的区别很大，主要有：

一、定义
生活美容是指运用化妆品、保健

品和非医疗器械等非医疗性手段，对
人体进行的诸如皮肤护理、按摩等带
有保养或保健性的非侵入性的美容
护理。简单来说，生活美容就是我们
日常生活中自己能做的，或者到美容
院让美容师做的美容。

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
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
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
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
塑。美容医疗机构是指以开展医疗美
容诊疗业务为主的医疗机构。

二、证件管理
操作医疗美容的单位要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仅操作生活美
容的单位则不用。

医疗美容的从业人员：执业医

师、执业护士、相应的医疗美容资质
要求主诊医师还须具备相应要求。生
活美容的从业人员取得健康合格证
明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即可。

三、常见项目
常见的医疗美容有双眼皮、光子

嫩肤、脱毛、注射美容、整形美容等。
常见的生活美容有生活护理、美

发、足疗、面部按摩、
234

等。
景宁畲族自治县卫生监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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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以治促转”组合拳，加快绿色经济发展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