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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

保障食品安全
建议完善冷链追溯平台

通知要求：

各地应强化冷链食品经
营过程温控体系和可追溯平
台建设，推进相关市场主体自

建或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等
方式建立冷链物流质量安全
追溯平台。

推进利用信息化手段
记录冷链食品全程温控条

件和远程监测，完善运输、
储存、销售等环节冷链条件
保障措施，实现冷链食品全
程可追溯，质量安全有保
证。

《食品安全法》规定，食
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规
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保证食品可追溯。国家
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
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
经营信息，建立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
农业行政等有关部门建立
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协作机
制。

按照国家加强追溯体
系建设的意见以及省里的
通知，建立食品追溯体系，
是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的必经之
路。不建立食品追溯体系，

将有可能涉及违法。
实际上，冷链追溯，我

省已有先行者。
据记者在2016年全球

冷链物流峰会上获悉，我省
的紫云股份可免费为食品
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系
统。同时，紫云股份推出了
食安保APP，老百姓在购
买低温食品时扫一扫，就能
确认食品的安全状况。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期
间，三全作为博鳌论坛的食
品供货方，在食品运送过程
中使用了紫云股份的紫云
冷链云服务平台，对货运过
程全程进行监控，确保了食
品的高质量。

（上接B10版）

关键词：

专家说：

秦玉鸣：建立可追溯平
台，一是保障食品安全有据可
查，可迅速准确地找到问题在
哪；二是责任明确，可以找到
是哪个生产加工、运输、仓储、
销售企业的问题；三是能够给
消费者呈现一个透明的食品
供应链体系，消费者才会买得
放心、吃得安心；最后是完善
冷链追溯体系建设，可与诚信
体系建设相结合，促使信息透
明，建立大数据。

罗建辉：今年4月28日，
国家食药总局发布《关于进一
步完善食品药品追溯体系的

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要
求食品企业建立追溯系统。
这个食品追溯不仅仅是生产
的追溯，还要包括食品在流通
环节的追溯，即对冷链保障情
况的追溯。这就要求食品企
业完成自身的食品安全情况
追溯，或者依托第三方提供的
食品安全追溯平台，实现食品
安全的全程追溯。不仅是生
产追溯，还要是流通追溯，要
能看到食品从出厂、到经销者
这个完整的温度记录情况，切
实保证自己的食品安全。

在此基础上，最好有第三

方提供能让老百姓辨别食品
真假和追溯食品流通过程温
度的APP，让老百姓消费时，
随手一扫，就能知道食品的安
全保证情况。

河南省食药监局的举措，
既会带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对冷链物流的投入，也会带来
广大消费者对低温食品消费
的新方法或者新的消费方式，
这些都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冷
链物流服务市场，为河南省内
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冷链物流
产业带来巨大的市场，从而带
动冷链物流产业的发展。

冷链温控体系和追溯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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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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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法律与咨询

●赵律师解疑惑 13526798621
帮办15738812877
快办15136167900
纠纷15136167900
神速18137889110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 标 版 权 专 利 63588381/2
专业律师所
商 标 专 利 商 标 代 理

0371-68833500 13253510129

工商咨询

●各类生产许可证 63910208
● 代 办 公 司 18539578966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公司注册做账 86677004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 800注册公司 18530998810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公司大额增资、验资、金融

租赁公司低快专办13333869335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 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 86099688
◆专项设计资质◆ 86099988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302661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302662
装饰/防腐/消防专办 53302663

■资质快办■
快办施工类建筑资质53302660
建筑类资质升级快办53302665
省建设厅资质证专办53302667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63702222 69367777
工商税务代理
代 理 记 账 13103815571
全省工商资质
工商疑难、建筑、置业、园林

物业、装修等专办13503711136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 可 证 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 63819190
资质升级快办
专业各项资质 18530801887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 18937153816
防水●公路●水利 60921180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培训招生

●研究生考前辅导 66912656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 聘

●中专学校聘专职班主任教务

政教主任招生代理 60951028

出租招租

●园区标准厂房3万㎡万带航吊

手续全价位低中州大道北段

15093233756/15093235765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东侧

大型厂院100多亩，国有工业

用地，手续齐全，位置佳，标

准化厂房，可做大型物流、仓

储 17073500009/17073500006
三层框架招租
郑州惠济区绿源路6000㎡，可

做超市商务办公 15515533600

●大学一楼窗口 13027518356
●高校窗口招租18638602201
临街3-6层

60个标准间，温泉燃气停车

场。租金29.8万/年。漯河市交

通路与人民路口13783078997

出租仓库厂院

●标准厂房出租 13803820360
●龙湖厂仓有证15838021635
●东明路仓库租13017677098
●2000㎡仓库中州大道与连
霍高速交汇处南 18695885555

●南曹大型仓库13939030033

房地产

●工业出让地40亩寻求合作，

紧邻平原新区恒大金碧天下。

电话：0371-60304133
联系人：王女士

●会所、餐饮的最佳房源！售

金水东路象湖畔1300平整层

商铺，每平15000元；写字

楼每平8200元 13525638888

写字间楼

●金水万达380㎡15890006168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66210078、135138058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