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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斌）
登高楼、祈福运、赏天鹅、玩滑
雪。刚刚过去的元旦小长假
里，我市旅游市场升温明显，迎
来开门红。据统计，3 天时间
里，全市游客接待量99.8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5.6 亿
元。

从元旦开始，我市各主要
景区都恢复了周一至周五工作
日期间门票收费的制度，但依
然挡不住游客慕名前来的热
情。关帝庙景区3天时间里共
接待游客3300人次，同比增长
17.5%；实现门票收入 8 万元，
同比增长 29%；旅游综合收入
21.5 万元，同比增长 74.8%。
五老峰滑雪场负责人郭光明也
感受到了小长假里客流量的一
个明显攀升，“滑雪场上月 16
日正式营业后，平常每天的接
待量有二三百人，周末能增加
到五六百人，元旦这一天一下
子超过了1000人”。鹳雀楼景
区里，每天也有不少游客前来
登高健身，迎接新一年。

据介绍，我市旅游部门节
前组织了文化旅游推介和景点
踩线调研活动，重磅呈现 6 条
精品线路，全面吹响“新年游运

城，好运一整年”的号角，为节
日市场营造了宣传氛围，汇聚
了旅游人气。

假日期间，我市要求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措施，抓实
行业恢复发展，各主要景区继
续做好文化和旅游假日市场测
温扫码、清洁消毒各项工作，按
照“能约尽约”原则，推进旅游
景区预约常态化，倾力为游客
提供暖心服务。舜帝陵景区增
设了电子测温门，景区内的室

内场所比如博物馆要求严格限
制客流量、必须佩戴口罩进入；
五老峰滑雪场也及早配备了各
种消毒设施，严格落实“绿码进
入”的要求。

假日期间，我市旅游部门
严格执行领导带班、重要岗位
专人值班制度。全市文化和旅
游市场保持总体稳定，境内无
重大安全事故、无重大旅游投
诉问题发生，实现了假日市场

“安全、有序、优质、文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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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旅游市场安全有序迎来开门红
游客接待量近百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5.6亿元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元旦春
节“两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安
排部署，织密扎牢疫情防护网，2021年1
月1日至3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派出6个
督查组，深入市中心城区以及万荣、稷山、
夏县等县（市、区），对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宾馆饭店、旅游景点、影院网吧、交通场站、
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冷链食品等重点场所
重点行业的44个场所（商户）进行明察暗
访。现将督查发现的问题通告如下：

一、宾馆饭店
督查场所：万达广场四楼餐饮部、

禹都大道海鲜饺子馆、火车头烧烤店、
农家面馆、夏县万惠生活广场三楼餐厅
超市、禹都大道美景之旅酒店、夏县新
兴宾馆等7个场所。

共性问题：基本没有开展测温、扫
码、登记工作，大多数服务人员没有佩
戴口罩、帽子及一次性手套，店内人员
密集，消毒工作不经常不规范。

个性问题：夏县新兴宾馆无任何疫
情防控措施。经询问前台服务员，自 6
月以后没有开展测温、扫码、登记相关
疫情防控工作，主管部门也没有督查指
导疫情防控及人员培训。

二、商场超市
督查场所：万达广场、永辉超市、新象

城、沃尔玛超市、夏县快乐超市、夏县万惠
生活广场、夏县新兴大厦等7个场所。

共性问题：均未开展测温、扫码、登
记工作，有半数以上工作人员不佩戴口
罩或佩戴口罩不规范，商场内人员过于
密集。

个性问题：万达广场所有入口均无
人值守，个别入口放置了测温仪及行程
码，但均未使用，形同虚设；所有商铺

（除宝贝王商店）均不开展测温工作；有
商家开展促销活动，造成人员聚集，安
全隐患巨大；永辉超市入口无人值守测

温，部分工作人员不佩戴口罩。新象城
两个入口均无人值守。沃尔玛超市入口
有人测温，但不了解如何处置发热人
员。夏县万惠生活广场餐饮区 15 名工
作人员，只有 1 人有健康证。夏县新兴
大厦商铺销售人员90%不佩戴口罩，出
现了顾客戴口罩，而工作人员不戴口罩
的不良现象。

三、文化旅游行业
督查场所：万达影城、横店影院、麦

丫糖 KTV、新高速网吧、岚山根景区、
凤凰谷景区等6个场所。

共性问题：防控意识淡薄，防控措
施不到位。

个性问题：横店影院测温台无人值
守，未查验入场人员健康码行程码，入场
人员密集，没有执行一米线要求；万达影
院没有开展测温、扫码工作，经督查人员
质询后才开始执行；麦丫糖KTV、新高
速网吧只进行测温，均未查验健康码行
程码；岚山根景区要求游客扫码戴口罩
进入，测温门形同虚设且无人查看；凤凰
谷景区工作人员没有佩戴口罩。

四、农贸市场
督查场所：盐湖区东湖市场、禹都

市场、八一市场、稷山县两红市场等 4
个场所。

共性问题：部分从业人员未佩戴口
罩或佩戴口罩不规范；部分肉品从业人
员未佩戴防护手套。

个性问题：稷山县两红市场东侧垃
圾箱附近环境卫生差，垃圾未及时清
除。

五、冷链食品行业
督查场所：盐湖区八一市场于鑫八

一分店（谊康水产）、禹都市场荣昌水
产、禹都市场春登水产、万荣县万润生
活购物广场（超市）、稷山县家家乐自选
商场（超市）（稷峰街）、稷山县家家乐购

物广场（超市）（步行街）、稷山县客都购
物广场（超市）等7个场所。

共性问题：部分顾客进入超市未佩
戴口罩或佩戴口罩不规范。除稷山县客都
购物广场（超市）外，其余场所均有从业人
员未佩戴口罩或佩戴口罩不规范，从事经
营肉品的部分从业人员未佩戴防护手套，
超市入口处未开展测温、登记工作。

个性问题：盐湖区八一市场于鑫八
一分店（谊康水产）从业人员3人（从事
进口冷链食品）未严格按照要求每周进
行一次核酸检测；禹都市场荣昌水产进
口冷链食品批发地址、食品名称与开票
地址、食品名称不符。

六、交通运输行业
督查场所：八一市场西口外县汽车

停靠点、运城市中心汽车站、中心汽车站
外公交车停泊点、稷山县汽车站、万荣县
汽车站等5个场站以及部分正在运营的
出租车。

存在问题：进入汽车站的车辆不进
行消毒，人员体温检测不到位；长途车
乘客和司机未佩戴口罩或佩戴口罩不
规范；有出租车司机和乘客未佩戴口罩
或佩戴口罩不规范；进入汽车站的人员
未佩戴口罩或佩戴口罩不规范。

七、医疗卫生机构
督查场所：运城涑水创伤医院、运

城华荣中医医院，以及盐湖晓芬口腔诊
所、盐湖卫华诊所、盐湖百斯特口腔门
诊部、盐湖世东诊所、槐东花园社区卫
生服务站、盐湖俊燕诊所、盐湖晓华中
西医诊所、盐湖红战诊所共2家医院、8
家诊所。

共性问题：诊所普遍存在预检分诊
台摆放防控物品不规范或缺失的现象

（温度计、手消液）；预检分诊登记不规
范（详细信息缺失）；退烧药品管理不规
范（出售退热药品未登记）；候诊患者不

能保持一米间距以及就诊患者未佩戴
口罩的现象。

个性问题：运城涑水创伤医院存在
入院患者未进行核酸检测的现象；运城
华荣中医医院存在入院后进行核酸检
测的现象。

当前，国内多地接连发生散发病例
和聚集性疫情，大连市甚至出现超级传
播现象，全国中风险地区增加到42个，
入冬以来我市出现了多例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确诊病例的
一般接触者，新冠疫情输入我市的风险
较高，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但从本
次督查情况看，暴露出我市有关部门对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认识不足、重视不
够、工作不力，普遍存在麻痹思想、侥幸
心理、松懈心态，没有把疫情防控工作
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工作中
没有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清
单，没有真正建立解决问题的长效机
制，导致同类问题反复发生、普遍存在。

春节前后，人员流动性大、聚集性
活动尤其是室内活动增多、进口冷链食
品和货物物流增大，对疫情防控工作带
来严峻挑战。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增强
风险意识，压实主体责任，确保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各个环节责任到人、落实
到位；各类重点场所要严格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法人责任；社会公
众要提高防护意识，履行好公民个人义
务，对拒不执行防控措施的个人，相关
单位场所有权拒绝其进入。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将在“两节”期
间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通报
相关情况，对落实防控责任不力的单位
和个人将移交相关部门进行严肃问责，
对情节严重的将予以立案查处。

运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1年1月4日

运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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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 1 月 1 日，盐
湖区举行2021年首场招商引资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共签约项目
8个，总投资120.8亿元。

此次签约的 8 个项目分别
是：中国能建规划设计集团生态
文旅示范区建设项目；中科动力
集团年产 6 万辆新能源汽车及
新能源专用车项目；山西丰硕机
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年产3000
辆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生产
线项目；山西鑫昱恒科技建材有
限公司年产10万吨聚羧酸高性
能减水剂生产线项目；亚宝投资
集团高碳烙铁转化石墨烯项目；
山西恒昌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10万吨聚羧酸减水剂、20万

吨速凝剂生产线项目；山西盈润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年加工 8 万
吨药品、食品包装盒建设项目和
山西渔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700吨兽药（水产用）固体、液
体消毒剂、杀虫剂、粉剂、散剂、
预混剂生产线项目。8 个项目
总投资额达120.8亿元。

该区负责人介绍，此次签约
的 8 个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项目
建成投产后，将极大地促进该区
工业经济转换发展动力、优化产
业结构、带动就业增收，进一步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迈入“快车道”。

（乔靖鸿）

盐湖区总投资120亿元的8个项目集中签约

▲游客在五老峰滑雪场滑雪

运城晚报讯 去年以来，夏
县细化举措，全力建设“四个强
县”，奋力谱写夏县新篇章。

该县坚持“项目为王”，聚焦
建设现代农业强县、文化旅游强
县、新兴产业强县、生态文明强
县，科学谋划推进一批重点项
目。农业上，大力实施“特”“优”
战略，谋划好智慧农业、桑蚕产
业、生猪养殖、农林旅综合开发
等重大项目，全面提升农业发展
质量。文旅上，打好“黄河、夏
禹、嫘祖、卫夫人、司马光、康养、

美丽乡村游”七张牌，谋划好温
泉小镇、祁家河景区、禹王城遗
址等重大项目，构建全域旅游新
格局，撂响“华夏第一都”品牌。
新兴产业上，聚焦“六新”突破，
谋划好“六新”集聚区、交通设备
制造、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等重大
项目，助力新兴产业强市。生态
上，围绕“两山七河一流域”综合
治理，坚持绿色发展，谋划好工
业废物利用、污水处理等项目，
厚植生态新优势。

（贾海燕）

夏县细化举措全力建设“四个强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