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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月嫂护理53727683

招 商

●招学校食堂合作方88882058

信息窗口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销售干鲜玉木耳4007663966

●典当行招合作 18638015333

转 让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7
●华南城附近 25亩工业用地

转让，有证 18638568895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5552968保养充氟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空调冰箱热水器 65322773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空调移机维修加氟66669222
● 66666782厂家充氟移修收

●专业修空调 13683836352

寻人启事

●王新动，男，小

名动的，现年 29
岁。身高1.5米左

右，黑发体形略

瘦驼背面向显老

走失时上身穿黑色外套下身

穿黑白相间七分裤，脚穿黑

沙滩鞋有轻微的弱智，于 20
16年6月6日早上7点40左右

在火车站西广场走失，家人

十分担心望知其下落者请电

话 15937303141、18790638535
定重谢。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营业中饭店转 18135687776

声 明

●巩义市鼎丰水处理材料有限

公司遗失发票领购本税号 91
410181317363264B 特此声明

●新乡市德广矿山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
980003592201 机构信用代码

证代码 G10410721003592207
丢失声明作废

●王孟立丢失河南农业大学毕

业证，证书编号为 8714036
声明作废。

●郑州高新区董记滋补烩面馆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412
72819741115126301） 丢 失

声明作废。

●开封市前锋工贸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丢失，税号 410211
674130979，声明作废。

●因不慎遗失任佳琪的《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 G4106504
84，声明作废。

●权证号为1208013153的郑州

市商品房屋初始登记证明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张春生传祺车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丢失车架

号 LMGAA1355C1187670，保
险单号：606010008012016
0056915 声明作废

●本人（吴玉丽，身份证号350
582198811215020） 于 2013
年 5月 13日认购河南锦寅置

业有限公司2号楼2单元2901
房号住宅，因不慎将贵公司

开具的公共维修基金收据（金

额 7913元收据号 0805218）遗
失，由此引起的一切纠纷与

贵公司无关，均由本人负责。

●河南省康丰医药零售有限公

司郑州第一大药房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
0192300019503 声明作废

●郭新民，警官证丢失证件号

豫武字第 192068印刷号 0156
514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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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查封4家问题豆制品作坊
食药监部门开展食品小作坊整治行动，确保市民吃上放心食品
□记者 魏朝林 文 张琮 摄影

核心提示 | 6月29日下午，记者跟随郑州市食药监、执法局、办事处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组，突击检查中原区一处豆制品小作坊聚集
区，关闭4家卫生条件不达标小作坊。

郑州市食药监局食品生产监管处处长刘丽表示，郑州市食药监局早在6月初就下发通知，对郑州市及周边展开拉网式排查，在检查中发
现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取缔，确保市民吃上放心食品。

6月29日，本报报道了河南
部分豆制品生产市场的乱象，

“舌尖上的安全”再次引起社会
关注。

郑州市中原区食药监局稽
查大队长冯超告诉记者，很多小
作坊生产的食品安全令人担忧，
食药监部门监督检查从没有停
止过。此次媒体曝光后，郑州市
食药监局和中原区政府高度重

视，立即抽调30余人组成联合
执法小组，对豆制品作坊依法查
处。

29日下午4时许，由郑州
市食药监局、中原区食药监局、
中原区执法局、秦岭办事处组
成的联合执法组，赶赴秦岭路
与棉纺路附近陇海铁路南侧的
一条破旧街巷，这条街巷有不
少豆制品小作坊，每天成千上

万斤的豆制品就是从这里运出
去，最终流向市民餐桌。

就在执法人员来到一处大
门紧闭的院落时，院内机器轰
鸣。透过大门缝隙，可以看到工
人正在忙碌，但是敲门始终无人
应答，大门里侧仅用一根铁丝缠
绕，用力一推大门便打开了，对
于执法人员的到来，工人们略显
紧张，但并没有停止手中活。

行动 | 30多名执法人员突袭豆制品作坊

记者现场看到，这是一处破
旧的两层四合院，院子正中间是
一个用砖砌的池子，里边堆放着
豆腐渣。西侧一楼房间内，堆放
着几十袋豆子。正对着大门的
北屋一楼是个生产车间，门口堆
放着两个品牌的添加剂，一种是
凝固剂，一种是食用纯碱。两种
添加剂都明确标明“怕晒、怕

潮”，但是这几十袋添加剂直接
堆放在潮湿的地上。在一处过
道里，沿墙根搭建几根竹竿，上
边搭满了豆腐皮。

记者站在门口明显感觉到
屋内热浪往外涌，生产车间内，
温度非常高，记者进入屋内不到
3分钟便满头大汗。屋内10多
名工人光着膀子正在机器的轰

鸣声中忙于生产，一名工人正在
将生产出的豆腐皮一块块叠好，
额头的汗珠子直接掉落在豆腐皮
上，他随即抬起左手将额头汗擦
拭，然后继续整理豆腐皮。

屋内，多台生产豆腐皮的
机器锈迹斑斑。“这些豆腐皮和
不明液体我们要提取化验。”执
法人员告诉记者。

现场 | 10多个工人光着膀子忙于生产

现场，工人称他们只是干活
的，具体情况不清楚，老板不
在。由于找不到老板，执法人员
便将生产车间查封。执法人员
检查发现，院子其实不止这一家
作坊，东边侧门打开，也是一个
豆腐皮作坊，四五名工人也在忙
于生产，这个作坊卫生环境同样
令人担忧。

除了东侧这家作坊外，南侧
二楼是一家生产千张的作坊，就
在执法人员进入院子时工人们
已经离去。记者跟随执法人员

上到二楼，摆放整齐的模具里的
千张还没有成型，这家作坊卫生
条件相对其它两家好一点，按照
执法人员说法“仍不达标”。

记者和一名工人聊天时获
悉，这三处作坊每天生产好几千
斤豆制品，销路根本不是问题。
有的直接上门取货，有的是送到
小饭馆、工地饭堂等，还有的送
到菜市场、路边小店，然后再卖
给市民。

“在地摊上吃的豆腐皮都是
我们做的”，一名工人对记者说。

工人 | 地摊吃的豆腐皮很多产自小作坊

在距离此作坊一公里之外的
另一处作坊，执法人员赶到时已人
去屋空，但是作坊内留下大量豆制
品半成品。“这里是一个制造臭豆
腐的作坊，根据检查情况初查，卫
生根本不达标。”执法人员说。

记者看到，作坊内有成箱子
的一次性纸碗，标注有某品牌字
样。在墙上的一块黑板上，标注
有“丰乐”136，威尼 134，优胜
324等，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这是
送货地和送货量，由此可以推断
豆制品是送到这些地方。执法

人员将生产磨具等工具暂扣，同
时生产车间被查封。

冯超告诉记者，这四家作坊
卫生不达标，安全状况令人担忧，
必须予以关停。目前这些作坊的
老板都无法找到，现在只能将部
分生产设备暂扣，同时将生产车
间查封，然后通过办事处找到房
东，再通过房东找到老板让其到
食药监部门接受处理。同时，联
系相关部门采取断水、断电、断气
的方式，从根本上截断生产链条，
倒逼其停业关门。

处理 | 4家问题豆制品作坊被查封

郑州市食药监局食品生产
监管处处长刘丽告诉记者，对于
小作坊监督检查，郑州市食药监
局就没有停止过。早在6月初，
郑州市就印发了《关于对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开展监督检查的
通知》，全面部署对全市食品加
工小作坊进行检查。

刘丽说，郑州市食药监局组
织了全市县乡两级食品药品监
管机构，对全市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进行排查梳理，准确掌握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管理情
况。

刘丽表示，抽检是食药监部
门监管一项措施，下一步要加强
抽查，要求县区局制定监督抽检
计划，在对本辖区内的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实施监督抽检，将小
作坊列入年度监督抽检计划，将
纳入监管范围的小作坊抽检全覆
盖，不断提升小作坊保障食品安
全能力，确保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生产安全。

说法 | 郑州市开展小作坊专项整治行动

执法人员依法将问题作坊查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