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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魏都区食药监局
多措并举保障“双节”食品安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朝林 文图

据魏都分局局长王鸿成介
绍，该局强化源头控制，全面排
查隐患。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
内所有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加工
小作坊进行拉网式排查，加强月
饼、糕点等节日食品生产企业的
监管，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
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行为，从源头
上排查食品安全隐患。

同时，加强流通环节、餐饮
环节监管工作，严厉查处各种违
法行为。以学校及周边、农村、

城乡接合部、旅游景区等为重点
区域，以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等
为重点场所，以肉、蛋、奶、月饼、
糕点、饮料、食用油等热销食品
及食用农产品为重点品种，严格
督促食品经营单位落实食品安
全管理、索证索票、进货查验记
录等制度落实，切实做好“双节”
期间食品安全保障。

抽检是“试金石”，食品在检
验结果面前安全不安全一目了
然。“双节”前夕，该局增加检测

频次。强化对月饼、肉制品、糕
点、乳制品等热销食品的监督抽
检力度，扩大检测范围，提高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近期已完成月饼食品安
全抽检24批次，对监督抽检发
现的不合格食品，将依法采取有
效措施，及时处置。

双节期间，消费者购买到不
合格食品咋办？该局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确保联络和信息渠道畅通。

2018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有针对性地加强辖区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及时排查和治理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有效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日
前，许昌市食药监局魏都分局高度重视、专题研究，对各项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和周密部署，确保“双节”期间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舌尖上的安全”。

我省大力推进乡镇食药监
管机构规范化建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朝林 通讯员 卫跃川 侯群华

昨日，记者从省食药监
局获悉，该局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全省乡镇（街道）派出
机构规范化建设工作的指导
意见》，旨在推进乡镇食药监
管机构建设。

按省食药监局总体计
划，2020年年底，全省乡镇
派出机构硬件设施建设达到
国家规定；全省乡镇食药监
管派出机构人员按编制配备
到位；建立起一支政治过硬、
业务精良、作风清正、纪律严
明、行动快捷的基层监管队

伍和一个网络完善、保障有
力的基层监管工作平台。

目前，乡镇食药监管机
构能够切实履行“四有”、“两
责”，完成四级事权划分意见
中规定的14项职责。行政
处罚结案率达到95%以上，
辖区小餐饮场所办证率达到
80%以上，快速检测抽检批
次不少于 200批/月。建立
运行良好的跟踪问效和监督
问责机制，基础设施建设全
面满足办公业务要求。

开封：用镜头记录“美食之都，食安开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朝林 通讯员 韩吴琦

9月6日上午，开封市创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领
导小组办公室、市食安办召
开了“美食之都，食安开封”
摄影大赛通气会。开封市政
府党组成员安洪海，市委宣
传部副调研员张凤鸣，开封
市食安办主任、市食药监局
局长管坚勇等出席会议。

作为美食之都、旅游胜
地的开封，一步一场皆景
色。通气会上，与会摄影家
协会负责人和摄影家代表，
围绕市辖各摄影家协会如何
主动服务全市工作大局，共
同营造食安开封舆论氛围展

开讨论，提出了摄影创作的
想法。

张凤鸣就摄影组织围绕
食品安全主题所做的工作和
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并就
摄影行业组织如何利用镜头
记录食安开封，多角度捕捉
开封从“农田到餐桌”全程监
管的情景细节和生动场面等
方面提出了要求。

安洪海表示，广大摄影
工作者要大力支持创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切
实把光影艺术和食品安全有
机结合起来，共同塑造“美食
之都，食安开封”品牌形象，

为开封市创食安城工作和全
市群众美好生活尽一份力，
做出彩河南人。

管坚勇说，开封市地处
中原腹地、黄河之滨，是国务
院首批公布的“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饮食文化源远流
长，传统小吃经久不衰。通
过开展摄影大赛采风活动，
从食品的生产、流通、监管等
各个环节全面定格开封美食
美妙瞬间，展现开封食品安
全良好形象，推动开封市早
日建成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具有重大意义。

执法人员在市场上检查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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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国有土地转让合作建厂房出

售整栋整层标准厂房售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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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招聘

●长期招水电预埋安装工人

6--8千元包吃住15803897686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公告

●寻亲公告无名男约

70岁2018年9月3日
病倒在京广路与康

复前街交叉口二七

区救助站护送来站有知情者

自登报15日内与郑州市救助

管路站联系0371-68953510

信息窗口

●鱼塘有水合作13937163371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培训后保姆保洁13838195700

转让

●临街洗车行转13253480777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声明

●陈少辉，男，身份证号码4101
05197212121636。郑州人民警

察学校90级，公安保卫专业毕

业证书遗失，特此声明。

●河南五建机电消防安装有限

公司（信用代码410102003
2663）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郭春杰执业医师证（141330
327000236）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李荣昌，身份证号：

42058219471222401X，不慎

遗失合同：河南中金珠宝“长

江鑫苑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

权定向转让协议”业务协议

书，合同金额十万元。签定

日期：2014年7月12日，合

同编号：2014-00000926，
现声明该合同作废，不再具

有任何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正阳县满天星火锅

坊（税号4128291973070600
13）定额发票票根丢失，发

票号：52428251-52428350，
特此声明。

●赵云霞,女,放射医学技士资

格证遗失,证书编号1444314
2,取得时间2014年5月,丢失

时间2017年8月,声明作废。

●韩敏性别女一九七七年四

月二十日生，于一九九八年

九月至二00一年七月在洛

阳大学公关文秘专业夜大学

习，修完专科教学计划规定

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准

予毕业。本人不慎毕业证

丢失证书编号：02913909
批准文号：教成厅199000
9号学校编号：110705200
10600007声明作废

●孙转平，女，2018年3月不

慎将中级会计资格证书丢

失，原证书管理编号为06
26030100990，证书授予时

间为2006年5月。声明作废！

●王学亮驾驶证（41292619550
9192513）档案号（4113250
73795）证芯编号（410001086
8335）遗失，声明作废。

●冯广源教师资格证丢失编号

964101130001454特此声明

●宋中华遗失河南医学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毕业证，证号校

证字982019 豫成中教字01
982414 声明作废

●徐锋遗失河南医学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1995级临床医学成

人中专毕业证，证书编号：豫

成(中)教字01981857,声明作废。

●洛阳苏玺商贸有限公司财务

章（编码4103030074122）、
合同章（编码4103030074123）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中石化新能源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不慎遗失普通发票领

购簿（国税）一份，编号为914100
00MA3XBN2WX9，现声明作废。

●张笑伟，1995年6月毕业于南

阳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毕业证不慎丢失，毕业证号 9
501080，声明作废。

●马冰，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医学影像技术，毕业证编号137
801201406002881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