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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自治区督查中卫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反馈问题整改任务表 
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要求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完成时限 

1 沙坡头区爱卫会机构不健全。 
沙坡头区尽快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设立爱卫会办

公室。积极开展爱国卫生工作。 

沙坡头区政府 高秀英 

2018 年 
5 月 31 日 

2 

群众满意度有待提升。随访居民、游客

和出租车司机 50 名，群众对城市卫生状况

满意率为 82%。受访群众意见多集中在城

中村卫生、居民小区卫生、蚊虫叮扰等方面。

1.加大城中村及无物业居民小区管理力度和清扫保洁力

度；落实病媒生物防制设施和消杀措施，开展病媒生物防制

消杀活动，动员群众科学防制病媒生物。2.加大对市民的创

卫宣传，提高群众对卫生城市创建工作的支持力度。3.畅通

投诉渠道，及时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提高群众满意

度。 

1.加大有物业居民小区管理力度和清扫保洁力度，彻底

清除楼道、院内、车棚乱搭乱建、乱堆乱放和卫生死角，清

理乱贴乱画小广告；自行车、电动车进车棚，有序停放；落

实病媒生物防制设施和消杀措施，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消杀活

动。2.加大对市民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群众文明卫生意识。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杨 和 

3 

创卫宣传氛围不浓。主要街道、公共场

所等区域创卫宣传少；街道果皮箱、道路隔

离栏、建筑工地围挡等广告位基本未见创卫

宣传，社会公益广告比例也较低，甚至部分

广告位处于空白。 

在主要街道、公共场所等区域的广告位增加创卫宣传内

容和社会公益广告。 
市委宣传部 袁海清 

在城区街道果皮箱广告位（箱体）宣传创卫知识（标语）。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局 赵吉文 

在鼓楼东西街、南大街道路隔离栏广告位宣传创卫知识

（标语）。 
市公安局 龚学义 

在城区所有建筑(待建)工地围挡（喷绘墙）宣传创卫知

识（标语）。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杨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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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要求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完成时限 

4 

健康教育工作有待加强。一是江元隆

府、东方花园等居民小区，东园村、史湖村、

城北村等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健康教育宣传

栏设置少或无。二是社区健康教育工作落实

不到位，个别居民小区宣传栏仍为多年前中

卫市爱卫办制作内容。 

江元隆府、东方花园等居民小区制作健康教育宣传栏、

展板，每季度更新一次内容。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杨 和 

2018 年 
5 月 31 日 

在东园村、史湖村、城北村等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设置

健康教育宣传栏，每季度更新一次内容。 

沙坡头区政府 高秀英 

各社区有专人负责健康教育工作，按标准设置健康教育

宣传栏，每季度更新一次内容，规范档案资料收集。 

5 

无烟草广告城市工作出现滑坡。出租车

辆普遍无禁烟标识；雍楼市场新时代网络会

所有吸烟现象；鼓楼东街格林豪泰酒店、君

悦大酒店大厅摆放烟灰缸，垃圾桶内有烟

头；鼓楼西街等路段存在 LED“烟”字广告

侧牌。 

城区公交车、出租车内明显位置张贴禁烟标识，车内无

吸烟现象。 
市交通运输局 冯建军 

对雍楼市场新时代网络会所吸烟现象进行严厉查处并全

面整改。 
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 田应福 

对鼓楼东街格林豪泰酒店、君悦大酒店大厅摆放烟灰缸，

垃圾桶内有烟头进行严厉查处并全面整改。 
市商务和经济技术合作局 陈贵贞 

依法取缔鼓楼西街等路段存在的 LED“烟”字广告侧牌。 沙坡头区政府 高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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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

道路、区域建设及管理精细化不高。中央大

道以北区域，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出入口、

非机动车辆等与主干道路连接处普遍存在

凸凹不平、道砖道牙破损、黄土裸露等情况；

长城路、南苑西路、宁钢大道等路段绿化带

黄土裸露较多。 

修缮中央大道以北区域，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出入口、

非机动车辆等与主干道路连接处的凸凹不平、道砖道牙破损，

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局 赵吉文 

2018 年 
5 月 31 日 

对长城路、南苑西路、宁钢大道等路段绿化带内斑秃、

枯死树木及时补植，黄土裸露地带进行绿化补植。 
市林业生态建设局 刘宏阳 

7 

城市立面不整。长城路、雍楼路等主要

路段一店多牌；鼓楼东街、长城路、文昌南

街、东方红巷、阳光巷等乱贴乱画现象突出；

鼓楼东街君悦酒店、金香聚烧烤等沿街亮化

大字存在缺损。 

1.取缔长城路、雍楼路等主要路段的一店多牌，对鼓楼

东街君悦酒店、金香聚烧烤等沿街亮化大字存在缺损进行维

修或更换。2.彻底清理鼓楼东街、长城路、文昌南街、东方

红巷、阳光巷等各种“牛皮癣”，做到干净、整洁。 

沙坡头区政府 高秀英 

8 

环境卫生秩序管理待加强。鼓楼东街、

雍楼路、南苑西路等存在占道经营现象；南

苑西路、正丰路、文昌北街等道路垃圾果皮

箱清运不及时；新墩北街桥下有倾倒垃圾；

鼓楼东街、应理南街等车辆乱停乱放现象较

普遍；鼓楼东路、长城路等路段商家店铺噪

音扰民；阳光家园东巷拆迁工地、和顺万家

小区工地空地有大量生活建筑垃圾；向阳步

行街乐宝啤酒广场夜市环境卫生较差，部分

商户施工未围挡，垃圾清理不及时，污水乱

泼乱倒。 

规范鼓楼东街、雍楼路、南苑西路等地段商户经营秩序，

取缔占道经营。清理新墩北街桥下倾倒垃圾，保持桥下及周

围干净整洁。 
沙坡头区政府 高秀英 

清运南苑西路、正丰路、文昌北街等道路垃圾。加大向

阳步行街广场夜市等公共区域保洁力度、清除卫生死角。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局 赵吉文 

治理鼓楼东街、应理南街等街道车辆乱停乱放现象，规

范车辆有序停放。 
市公安局 龚学义 

针对鼓楼东街、长城路等路段商家店铺噪音扰民依据相

关规定进行处理。 
市环境保护局 严玉华 

对阳光家园东巷拆迁工地、和顺万家小区工地空地的建

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并采取封堵措施防止污水

乱泼乱倒和新倒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杨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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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垃圾收集设施档次较低。中央大道以北

区域，主要街巷均沿街摆放大量移动式垃圾

桶，且大多无盖或未盖盖，箱体有污渍；部

分垃圾中转站臭味明显，影响周边环境卫

生。 

1.将中央大道以北区域不达标垃圾桶更换为带盖分类收

集垃圾筒/箱，定期组织人员擦洗箱体，保持箱体清洁。2.完
善垃圾收集转运机制，提高垃圾中转站管理水平，全面消除

卫生死角，定期开展病媒生物消杀活动，垃圾中转站内无杂

物堆放、无异味。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局 赵吉文 

2018 年 
5 月 31 日 

10 

公共厕所管理待加强。中央大道以北，

固定公厕标志标识设置不规范，且有臭味。

沙坡头水镇南侧新建公厕未开放，无人监

管，厕内外随地大小便现象普遍。 

1.对中央大道以北区域固定公厕进行编号，规范公厕标

识，及时保洁，做到“六无”：基本无臭、无异味，便池、便

器内无积存粪便、无尿垢，地面无积水，墙壁、台面、隔板

和门窗无乱刻乱涂乱画。2.开放沙坡头水镇南侧新建公厕，

安排人员监管，对公厕及周边环境卫生进行及时保洁。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局 赵吉文 

11 

铁路便民早市问题突出。入口食品露天

销售，无“三防”设施；摊位随意摆放，车辆

乱停乱放；积存拆迁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堆

积如山，道路泥泞，环境卫生脏、乱、差。

对铁路早市旁边待建工地的积存拆迁建筑垃圾、生活垃

圾进行全面清理，并采取封堵措施防止新倒建筑垃圾和生活

垃圾。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杨 和 

整治铁路广场早市，划分市场功能区域，划线经营。完

善市场直接入口食品的“三防”设施，开展病媒生物消杀活动，

取缔不符合食品安全的饮食摊点。规范运营，做到每天休市

时，人走地净。 

沙坡头区政府 高秀英 

加强铁路早市交通整治，规范早市车辆停放秩序，治理

乱停乱放现象。 
市公安局 龚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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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农贸市场环境秩序亟待改善。雍楼市

场、四季鲜、宜居便民市场、中山便民市场

划行归市、硬件建设不符合行业规范，未见

农药残留公示信息，存在入口食品无防尘防

蝇设施。雍楼市场、四季鲜宜居便民市场、

中山便民市场、四季鲜蔬菜综合批发市场普

遍存在商品摆放不整齐、店外经营、乱停乱

放现象。雍楼市场、四季鲜宜居便民市场公

厕卫生差，设施陈旧且维修不及时。雍楼市

场、中山便民市场活鱼销售区下水等设施不

完善，污水横流；鱼鳞内脏露天随意堆放、

环境差。 

1.按照制定的雍楼市场提升改造实施方案进行整体提升改

造。完善市场硬件设施和垃圾收集容器、公厕等环卫设施的建

设和管理。2.整治市场环境卫生和店外经营、乱停乱放现象，加

大市场清扫保洁力度和垃圾清运力度。3.加强对从业人员培训、

监督和管理，配齐市场 “三防”设施，取缔不符合食品安全的饮

食摊点。做到功能分区合理，制度上墙，信息公开，设置健康

教育宣传专栏和毒饵站，实现农贸市场管理规范化。4.鱼市污水

排放畅通，鱼鳞内脏袋装化处理，禁止露天随意堆放。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严玉忠 

 

2018 年 
5 月 31 日 

1.对四季鲜市场鱼市和活禽屠宰销售区进行提升改造，完善

四季鲜、宜居、中山等市场硬件设施和垃圾收集容器、公厕等

环卫设施的建设和管理。2.整治市场环境卫生和店外经营、乱停

乱放现象，加大市场清扫保洁力度和垃圾清运力度。3.加强对从

业人员培训、监督和管理，配齐市场 “三防”设施，取缔不符合

食品安全的饮食摊点。做到功能分区合理，制度上墙，信息公

开，设置健康教育宣传专栏和毒饵站，实现农贸市场管理规范

化。4.鱼市污水排放畅通，鱼鳞内脏袋装化处理，禁止露天随意

堆放。 

市商务和经济技术合作局 陈贵贞 

13 

“七小”行业卫生监管存在漏洞。鼓楼东

街腾格里小吃中心无禁烟标识，无卫生公示

栏，无健康证；鼓楼西街双红理容苑、阳光

家园东巷艺星美容美发会所无皮肤病专用

工具；火车站广场盛家宾馆证件过期，无消

毒间；鼓楼东街东园村佳丽发屋无监督公示

栏、无健康证。 

加强餐饮行业监管，对鼓楼东街腾格里小吃中心无禁烟标

识、无卫生公示栏、无健康证等问题严厉查处并责令整改，确

保小饮食市场持证经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严玉忠 

加强小美容美发店、小旅店等监管，对鼓楼西街双红理容

苑、阳光家园东巷艺星美容美发会所无皮肤病专用工具，火车

站广场盛家宾馆证件过期、无消毒间，鼓楼东街东园村佳丽发

屋无监督公示栏、无健康证等问题严厉查处并限期整改。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田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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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居

民区、农贸市场、公共绿地等毒饵站少或无，

无明显警示标示；且药物管理使用不规范。

沿街垃圾箱清理不及时，且未盖盖；夜市、

垃圾中转站、农贸市场等区域孳生地治理不

彻底。鼓楼东街小鱼餐馆灭蝇灯未开，室内

蝇超标，后厨窗纱破损；雍楼步行街思麦特

蛋糕等室内蝇超标；鼓楼北街杭州小笼包灭

蝇灯未开。随访居民反映有成蚊叮扰情况。

开展无物业居民小区病媒生物防制设施的设置和使用情

况的监督检查，规范和强化无物业居民小区病媒生物防制措

施。规范设置毒饵站，警示标示明显，定期检查投放药物，

规范使用和管理药物。定期开展病媒生物消杀活动。 

沙坡头区政府 高秀英 

2018 年 
5 月 31 日 

加大有物业居民小区病媒生物防制力度，落实病媒生物

防制措施。规范设置毒饵站，警示标示明显，定期检查投放

药物，规范使用和管理药物。定期开展病媒生物消杀活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杨 和 

整治农贸市场环境卫生，加大市场清扫保洁力度和垃圾

清运力度，治理病媒生物孳生地。规范设置毒饵站，定期检

查投放药物，规范使用和管理药物，警示标示明显。定期开

展病媒生物消杀活动。 

市商务和经济技术合作局 陈贵贞 

增加公共绿地毒饵站，定期检查投放药物，规范使用和

管理药物，警示标示明显。定期开展病媒生物消杀活动。 
市林业生态建设局 刘宏阳 

对鼓楼东街小鱼餐馆灭蝇灯未开、室内蝇超标、后厨窗

纱破损，雍楼步行街思麦特蛋糕等室内蝇超标，鼓楼北街杭

州小笼包灭蝇灯未开等问题，严厉查处并责令整改。要求更

新更换破损窗纱、门帘，完善“三防”设施，营业期间灭蝇灯

打开，确保病媒生物防制设施到位、环境整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严玉忠 

沿街配备带盖垃圾筒，垃圾入筒，及时清理清运。加大

夜市、垃圾中转站等公共区域保洁力度、清除卫生死角，治

理病媒生物孳生地。定期开展病媒生物消杀活动。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局 赵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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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社区单位卫生管理不到位。居民区普遍

存在乱贴乱画、乱堆乱放、乱停乱放现象。

阳光家园小区、东方花园、东方红小区摆放

敞开式大垃圾箱，且垃圾清理不及时、箱体

污损、污水渗流；东方红小区有 6 处大量积

存垃圾；阳光家园小区、东方花园等部分居

民区绿化带杂草丛生，且有积存垃圾。中卫

市火车站无健康宣传栏，站台护栏广告破

损。中卫市汽车客运总站公厕设施损坏，乱

涂乱画，臭味重。中卫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废

收集暂存房设置不规范，无标示；生活垃圾

中混有医疗废弃针头和输液瓶。 

加大无物业居民小区管理力度和清扫保洁力度，彻底清

除楼道、院内、车棚乱搭乱建、乱堆乱放和卫生死角，清理

乱贴乱画和小广告；清除绿化带杂草和积存垃圾；自行车、

电动车进车棚，有序停放。使用带盖、密闭垃圾筒和标准箱

式垃圾清运车，垃圾及时清理、清运，做到日产日清。 

沙坡头区政府 高秀英 

2018 年 
5 月 31 日 

中卫火车站设置健康教育宣传专栏，定期更换内容；中

卫汽车客运站修缮卫生间设施，加强保洁措施，卫生保洁及

时，便盆内无便、无污垢、无异味。 
市交通运输局 冯建军 

各医疗卫生单位规范设置医疗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收集暂

存间，标识清晰。医疗废弃物统一由有资质的医疗废弃物处

置单位处置，生活垃圾日产日清，规范存放。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田风才 

1.加大有物业居民小区乱贴乱画、乱堆乱放、乱停乱放

现象整治力度，彻底清除楼道、院内、车棚乱搭乱建、乱堆

乱放和卫生死角，清理乱贴乱画和小广告；清除绿化带杂草

和积存垃圾；自行车、电动车进车棚，有序停放；更换阳光

家园小区、东方花园、东方红小区等不合格垃圾收集容器，

使用带盖、密闭垃圾筒和标准箱式垃圾清运车，垃圾及时清

理、清运，做到日产日清。2.清理东方红小区大量积存垃圾

及阳光家园、东方花园等居民小区绿化带的杂草和积存垃圾。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杨 和 

16 

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卫生状况有待改

善。东园村残垣断壁，路面未硬化；无垃圾

收集容器，乱倒垃圾，可见随地大小便。南

元村乱堆乱放、乱涂乱画现象较普遍，有积

存垃圾及在用旱厕。南关村废品回收站管理

差、环境差。史湖村使用敞开式垃圾箱，垃

圾积存，未及时清理；部分巷道泥泞，有旱

厕；渠边存在乱倒垃圾现象。城北村使用敞

开式垃圾箱，清扫保洁及垃圾清运不及时；

渠道岸坡存在较多散户污水直排口；有旱

厕，存在乱堆乱放等现象。 

1.加强对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日常卫生监管，切实解决

东园村、南关村、史湖村、城北村旱厕改造、散户污水直排、

杂物乱堆、垃圾乱倒等环境脏乱差问题。2.清理东园村残垣

断壁，未硬化路面进行硬化 3.清理搬迁南关村废品收购站，

加强废品收购站卫生管理，改善脏乱差环境。4.对东园村增

设带盖达标垃圾箱，更换史湖村敞开式垃圾箱，垃圾及时清

运。 

沙坡头区政府 高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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