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9 日，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
召开的 《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条例》经刚刚闭幕的省十三届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 3 月 1 日
起施行。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将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推进转型综改的重要突
破口， 先后出台一系列重要举措，形
成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
法。 《条例》将这些重要举措，如数字
政府建设的“五个一”工程，深化企业
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建设工程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一枚印章管审批”改
革等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突出了山
西特色，有利于推进山西改革。

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赵建平
介绍，《条例》主要从优化审批、市场
环境、政务服务、监管执法和法治保
障等五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规范，特别是对“一枚印

章管审批”改革和数字政府建设作出
明确规定。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事关政府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关人民
群众福祉， 事关全省高质量转型发
展。 对此，《条例》作出积极回应，规定
各级政府应当加快职能转变，以数字
政府建设为牵引，深化“放管服效”改
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同时详细规
定了“一朵云”“一张网”“一平台”“一
系统”和“一城墙”在我省实施的具体
要求。

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
是深化“放管服效”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的重要突破口 。 改革推行两年多
来，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受到国务院
通报表扬和中组部的充分肯定。 《条
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不
断扩大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的实施
范围，在法治框架内持续减少审批事
项， 不断推动承诺制改革向纵深发

展。
关于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 《条例》要求县级以上政府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流程，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服务效能；
完善施工图勘察设计质量承诺制、设
计人员终身负责制、重要工程专家论
证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关于 “一枚印章管审批” 改革。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应依法推
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 ， 实现
“一枚印章管审批”。 并对如何实施事
项划转、归并审批、印章管理等分别
作出规定。

此外，与其他省市的相关立法相
比，《条例》还在创新企业服务、创新
监管方式、 降低市场主体运行成本、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多
角度、立体化的制度创新。

（据 《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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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过节正是家人团聚、 大快朵颐的时
候，但很多人都会有口腔溃疡的烦恼，口腔溃
疡不仅让人痛不欲生，而且还不能愉快的享受
美食。 事实上，口腔溃疡虽然是小病，但是发作
起来可能连说话都会疼，那么，如何正确预防
和治疗呢？

什么是口腔溃疡？
口腔溃疡俗称“口疮”，是一种常见的发生

于口腔粘膜的溃疡性损伤病症， 多见于唇内
侧、舌头、舌边缘、颊、前庭沟、软腭等部位。 口
腔溃疡从外观看是单个或者多个大小不一的
圆形或椭圆形凹陷， 其表面覆盖灰白或黄色
膜，边界清楚，周围粘膜红肿。 如果擅自把脓挤
掉很容易发生伤口感染， 不但不会加速恢复，
还有可能延长溃疡期，加重疼痛。

为什么会得口腔溃疡？
口腔溃疡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包括局部创伤、精神紧张、食物、药物、营
养不良、激素水平改变以及维生素或微量元素
缺乏、系统性疾病、遗传、免疫及微生物在口腔
溃疡的发生、发展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另外，学
链球菌及幽门螺杆菌等细菌也与口腔溃疡关系密切。

口腔溃疡都有哪些表现呢？
一般来讲口腔溃疡是一种口腔的局部病损，其实有

很多种疾病都会表现成口腔溃疡。 一般讲的口腔溃疡是
指复发性的口腔溃疡，它分成三个类型：复发性的阿弗
他性口腔溃疡、口炎型的口腔溃疡、坏死性的黏膜腺周
围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复发性的口腔溃疡。

另外， 全身疾病也会在口腔表现出口腔溃疡的病
变，像百赛氏病；还有一种就是创伤性溃疡，由于不小心
咬伤或食用比较硬的食物， 扎伤黏膜后也会形成溃疡。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有一部分口腔癌会表现成口腔溃
疡，而这一部分叫做癌性溃疡，它通常经久不愈。 对口腔
溃疡一个月以上不愈合， 反复发作的情况应该引起警
惕。

怎样预防或治疗口腔溃疡？
由于口腔溃疡的成因多种多样，所以我们应该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治疗和预防。 日常护理可以包
括注意口腔卫生、保证充足睡眠、适量进行体育锻炼；还
可以通过饮食调理、药物调理，多吃富含 VB、VC 的蔬菜
水果，如苹果、芹菜、菠菜等。

如果你的口腔溃疡是由于维生素 B 吸收障碍症引
起的，还可以适当补充增加免疫力的膳食补充剂。 溃疡
贴膜或西瓜霜也可以快速缓解口腔溃疡症状，同时还要
记住生病期间忌食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 以及巧克
力、坚果、奶油等高糖高油食物。

对于口腔溃疡的治疗，要以消除病因、增强体质和
对症治疗为主，还要注意口腔卫生、避免过度疲劳，保持
心情舒畅。 需要注意的是，经久不愈、大而深的舌头溃疡
有可能是一种癌前病损，极易癌变，必要时要去医院做
活检来明确诊断。 （据 人民网）

年关临近，农村集市愈益红火起
来。 虽然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前期针对
农村食品市场的安全问题进行了集
中整治，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年关
将至的集中购物季，农村食品安全问
题一刻也不能放松。

农村集市有其传统的经营模式
和认知文化，为了方便购物，流动摊
贩通常在乡镇街道两旁摆开阵势，售
卖食品。 这些食品有些是摊贩自制的
传统小吃，有些是摊贩通过各种途径
批发来的， 其中一些像熟肉制品、豆
制品、腌制食品等等，没有包装或简
易包装，无法知晓生产厂家、生产日
期等基本信息，购买者多数是凭着自
身的经验进行选择。

不仅如此，农村集市大多处于露

天状态，道路上车辆穿梭，尘土飞扬，
卫生条件本就较差，即便如此 ，街道
两旁的摊贩为了吸引顾客购买，特意
将裸露的食品摆放在三轮车中，或临
时支起的案板上，使得食品卫生状况
雪上加霜。 农村集市食品安全不容乐
观，然而相当多的农村消费者对此似
乎司空见惯，并没怎么当回事儿。 各
个食品摊点前往往摩肩接踵，大人小
孩争相购买，一派买卖兴盛景象。 此
种消费情状着实令人有些担忧。

前不久 ，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2019 年农村集贸市场调查体验 “回
头看”报告》，报告显示，农村集贸市
场“三无”产品、假冒伪劣产品、过期
产品屡打不绝，甚至有所反弹 ，农村
消费环境还需继续加强治理。 促进农

村消费环境的改善，让农村集市上销
售的食品更加安全卫生，需要市场监
管部门将监管触角更多地向农村延
伸，通过巡回监管等方式 ，努力补齐
农村市场监管短板；除此之外 ，至关
重要的是还须把握关键节点，不断提
升农村消费者的安全消费意识，增强
其自我防护能力。

当前，春节来临，市场供需两旺，
市场监管部门不妨抓住这一时机，着
力开展消费安全、消费维权等相关知
识的宣传普及；并且，合理分配行政
资源，以种种适宜的方式 ，尽可能地
走到群众中间，及时受理农村消费者
的投诉，高效查纠发现的问题 ，为农
村消费安全及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保驾护航。 （据 《人民日报》）

春节将近 农村集市食品安全忽视不得

宁武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文明社会风尚
一起欢度幸福祥和中国年倡议书》

新春来临之际， 为进一步倡导好风
尚、 弘扬正能量， 助力省级文明城市创
建， 使全县人民过一个文明幸福祥和的
春节， 宁武县文明办向广大市民发出如
下倡议：

一、遵德守礼，文明过春节。 全县上
下正积极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要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遵德守礼、谦逊待人、守信践
诺，做到文明出行、文明旅游、文明用餐、
文明上网、文明购物等，争做文明新风的
弘扬者、文明城市的建设者。

二、移风易俗，节俭过春节。自觉遵守
《忻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宁武县市民
文明公约和村规民约，移风易俗，文明节
俭，不铺张浪费、不相互攀比，树立勤俭节
约、低碳节能的绿色生活理念，自觉摒弃
讲攀比、讲排场、比阔气等不良风气，积极
倡导文明节俭新风尚。

三、服务社会，友爱过春节。 积极参加
“暖暖新年” 等各种形式的社会志愿服务
活动，参与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疾
人和其他社会公益活动；邻里之间团结和
睦、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展示新时代崇德

向善、文明进步的精神风貌。
四、传承家风，和睦过春节。在家庭中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老爱幼、和睦
相处，自觉承担家庭责任，弘扬良好家风，
建设文明家庭。孩子要利用春节假期陪伴
孝敬父母， 长辈要加强对后辈的教育引
导，培养他们诚实守信、孝老爱亲、俭朴节
约、勤奋务实、和睦共处的良好品行。

五、积极防范，安全过春节。 假期期
间，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积极做好安全
防范工作。驾驶机动车辆应当自觉遵守交
通规范，服从交警指挥；注意饮食安全，不

购买、不食用过期、有害食品；注意防火、
防盗、防爆、防触电安全，共同维护家庭平
安幸福与社会和谐稳定。

新时代、新作为、新气象、新风尚。 让
我们携起手来， 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
文明风尚的维护者、 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担当作为 、砥砺前
行，为争创省级文明城市作出积极贡献！

祝全县人民新春愉快、 阖家幸福、生
活安康、万事如意！

宁武县文明办
2020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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