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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羽绒服又
好看又暖和，穿上
看 着 年 轻 了 10
岁。”12月18日，村
民霍传生在村口晒
太阳，他用手拍打
着自己身上的新衣
说，他和村里 130
位 60 岁以上老人
穿的羽绒服，都是
几天前，张士涛花
费了3万多元专门
从北京给他们买回
来的。

村民张士祥因
病卧床 8 年多，他
儿子患有肾病，全
家生活艰难。2010
年，张士涛开始为
他们资助医药费，
这 一 资 助 就 是 7
年。“没有士涛兄弟
的帮助，我和儿子
活不到今天。”提起
张士涛，张士祥激
动得老泪纵横。

“士涛还一直
承担着俺村公共场
所的照明费，现在
都有 10 年了。”说
起张士涛，几名村
民争着向记者讲述
他的好。“2008 年
春节，他回家过年，
得知村里因为照明
费问题，常常提早
熄灭路灯，就找到
村支部书记，主动
承担起了全村每年
的公共照明费。”

“下一步，我准
备为老家小学建一
个电教室，让孩子
们更好地接受现代
化教育。再把村民
的房屋外墙壁粉刷
一遍，画上国学经
典和十九大报告，
让村民在潜移默化
中受教育。”张士涛
满怀爱心地说。

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017年太康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基层配发执法装备工作综述
□记者 于扬 实习生 王慧星 通讯员 刘凤霞 文图

核心提示 “有了这些
执法车辆和快速检测设备，
我们的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将
会做得更好。”昨日，周口市
太康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的工作人员高兴地对记者
说。

为保障全县群众“菜篮
子”“米袋子”“药箱子”的安
全，2017年，太康县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食
药监局）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难点问题，相继投入200多
万元，为基层一线改善办公
条件，配备车辆、快速检测等
执法装备，以先进的执法装
备和娴熟的技能，提高专业
的食品药品监管能力。

昨天上午，太康县城关镇的王女士
在农贸市场挑选了一些生菜、香菇，还
有几斤生肉。随后，她拎着菜篮子来到
该县食药监所快速检测室。“不知道这
些蔬菜上有没有农药残留？我不放心，
麻烦帮我检测一下。”她对检测人员说。

检测员小李接过蔬菜，麻利地进行
取样、加试剂，通过检测，结果显示王女
士买的蔬菜没有农药残留，为合格安全
菜品。

在此之前，王女士想快速知道检测

结果，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太康
县食药监局局长彭诚介绍，以前，对于
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食品，工作人员只
能依靠肉眼观察和检查食品外包装进
行初步判断。对于一些疑似问题食品
的情况，食药监部门需要送到有资质的
检测机构进行检验，不但时间长，检测
费也高。

现在不同了，这些问题已经迎刃而
解。2017年以来，在太康县委、县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太康县食药监局相继拿

出200多万元，为全县12个乡镇食药
监所配备了快速检测设备，还购买了执
法车等。

“现在，我们接到投诉后，城区只需
15分钟即可赶到现场，仅要半小时就
能拿出检验结果。”彭诚局长说，快速检
测设备使用非常方便，而且不产生检测
费用。通过设备初步筛查，一旦发现有
问题的食品可以尽早发出预警，从而把
控问题食品流入市场。

昨日，大河报记者
走进太康县大许寨食
药监所，大门外，蓝底白
字的“食品药品监管”招
牌耀眼夺目。院内，两
名群众正在宣传栏前
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楼
内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走廊里摆放着花草，墙
壁上悬挂着执法人员
岗位职责等内容。

步入二楼，办事大
厅、档案室、消费纠纷调
处室、会议室、快速检测
室、资料室、信息化室等
一应俱全，电脑、打印
机、传真机、办公桌椅等
设备摆放有序。

这只是太康县食
药监局推进基层站所
规范化建设的一个缩
影。据彭诚局长介绍，
食品药品执法监管工
作集中在基层一线，基
层食药监管机构是保

证群众食药安全的前
沿阵地。为此，该局新
一届领导班子成立后，
十分重视基层所规范
化建设，成立了基层食
药监管机构规范化建
设领导小组。通过多
方沟通协调，目前，大许
寨等5个食药监所已建
成完工并投入使用，而
另外7个食药监所也正
在紧张建设之中。

此外，太康县食
药监局还注重强化基
层执法队伍建设，将
业务精、能力强、作风
优的执法人员充实到
一线执法队伍中，每
年聘请专业人员对执
法人员进行培训，利
用各类专项整治时机
进行现场教学，促进
执法人员在业务交流
中加速融合、提升。

爱心企业家致富不忘本
两年捐140多万助建美丽乡村

□记者 于扬 实习生 王慧星 通讯员 张辉 文图

核心提示 | 他是一名退伍兵，干过保安、保洁员。
他退伍不退本色，如今打拼成一名优秀企业家，荣获
2017年“首都五一劳动奖章”。

他叫张士涛，今年46岁，是周口市太康县芝麻洼
乡张庄村村民，现在北京经营清洁服务类公司。两年
来，他拿出140多万元，为家乡修建下水道，搞绿化，加
宽村子道路，铺设胡同小道，还资助困难户医药费，资
助失学儿童，为老人买棉衣……为乡亲尽心尽力办实
事。

张士涛童年家庭贫困，1991年参军
后，曾多次获嘉奖。1998年退伍后，他
到广州、北京务工，屡次求职中碰壁，最
惨的时候每天只能吃 0.5 元钱的方便
面。他在饭店刷过碗，做过保洁员，还做
过保安，最终从保安员升到了保安队长。

几年后，他辞去稳定工作，在北京创
立了第一家公司，但因经营不善倒闭。
2006年，他再次创业成立“欣中基清洁

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并联系到一家全
国知名大客户，但试用条件却极为严苛，
且只有半个月试用期，另外还有几家竞
争对手虎视眈眈。面对挑战，张士涛拼
尽全力，吃住都在工作现场。终于，他成
功拿下了这单保洁业务，掘到人生的第
一桶金。

由于服务品质精良，几年间，他的企
业发展成拥有5000多名员工的综合性

全国连锁物业公司，提供保安、保洁、绿
化、工程等多项服务。

他负责的保洁业务，为北京一些“城
中村”带来全新面貌，成为物业管理示范
单位，在多次检查评比中得到很高的评
价，被《人民政协报》整版报道。2017年
4月，张士涛获得“首都五一劳动奖章”，
成为太康人在北京创业的典范。

如今，走进张士涛的老家张庄村，道路
两边五彩斑斓的苗木，将这个小村装点得十
分美丽。这是张庄村近两年才有的变化。

村民张士敬回忆，以前，村内不但道
路坑洼不平，还没有下水道，一到下雨，
积水能没过小腿，人、车无法通行，“因为
积水，村里道路上出了不少事故。”

2016年6月，张士涛出资80万元，为
村里加宽道路，并给胡同小道铺路，总计
近3000平方米，还修建了1000多米的下
水道。从此，平坦的水泥路修到大街小
巷，延伸到家家门口。下水道也通到村庄
各个角落，户户门外留有下水口。从此，
下再大的雨，张庄村也没有出现过积水。

2017年3月，张士涛又拿出60多万
元，买来百日红、月季、四季青等苗木花
卉，聘请专业人员，对全村进行统一规
划、绿化，让村子美起来。“现在俺们村可
好了，环境一点儿也不比城里差。”村民
马永梅说。

投资200多万，为基层配发车辆、快速检测等执法装备

推进基层规范化建设
提高基层食品药品监管能力

创业：刷碗、扫地、当保安，获“首都五一劳动奖章”

回馈：花140多万元为村里修路、修下水道，搞绿化

爱心：
给老人买棉衣、送药费
爱心助学
承担全村照明费

太康县食药监局局长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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