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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假期，全省各地食药监管人员坚守工作岗位，保障游客吃得安全——

黄金周期间，玩好吃得更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朝林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晴好天气让黄金周旅游消费市场格外红火。十一黄金周，河南省共接待游客 6186.6 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64.6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分别增长 33.5%、37.7%，创历史新高，在全国名列前茅。
近日，河南省商务厅对外发布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我省消费市场运行情况。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我省消费市场在
结构调整升级中实现新跃升，重点监测的 600 家大中型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32.6 亿元，同比增长 1.4%。
国庆黄金周期间，本报记者走访河南多个景区的餐饮市场，全省食药监管工作者，坚守工作岗位，保障游客吃得安
全，吃得放心。

焦作：全力保障黄金周期
间食品安全

开封市食药监管人员黄金周期间检查景区食品安全

开封：人尽其责确保国庆
假期食品安全
旅游城市开封，每到国庆
黄金周期间，
游客爆棚。
开封市食药监局提前着
手，制定周密计划，确保游客玩
好吃好。国庆黄金周期间，为
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开
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工作人员
坚守岗位，24 小时值班值守，
规范景区及周边食品经营秩
序，开展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
品安全科普知识宣传，全面保
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
开封市食药监局在国庆假
期前期召开会议，专题部署国
庆假期工作。
开封市食安办主任、市食
药监局局长管坚勇强调假期期
间来汴游客增多，各单位领导

班子要发挥排头兵、先锋队作
用，充实监管力量，做到食品安
全监管不放松，工作不滑坡，投
诉电话不断线。
各区食药监局早安排、早
谋划，加大监管和巡查频次，对
景区及周边食品商户开展现场
检查，发现隐患问题及时处理，
全面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10 月 1 日早上 8 点，管坚
勇、副局长郭振启，龙亭区区长
张正濠、常务副区长何俊岭带
领食药监、城管、公安等部门到
万岁山、清明上河园、七盛角、
翰园碑林等景区及周边区域进
行督导检查，通过清除违法摊
点，排查商户证照、健康证明和
进销货台账等情况，进一步规
范商户经营行为，消除食品安
全隐患，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市
民和游客饮食安全，让大家吃
得安全，吃得放心。

旅游城市焦作，每年黄金
周期间，大量中外游客齐聚云
台山，这也为食品安全带来考
验。为了保障节日期间食品药
品安全，焦作食药监局提前安
排部署，下发了节日食品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加大对重
点区域、重点单位、重点环节、
重点品种的监督检查和重点品
种的监督抽检力度，特别是要
加强对各个景区食品安全检查
力度，严防不合格食品流向餐
桌。
焦作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局长张林带领班子成员，开
展节日食品市场专项检查。张
林要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要认真履职尽责，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认真排查安全隐患，
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措施，守
住食品安全底线，确保群众度
过一个安全祥和的节日。
作为云台山所在地的修武
县，食药监管人员驻守在景区
内，穿梭在商户中，每天清早 6
点 10 分，夜色还没退尽，他们
就整装出发，驱车一个小时到
达景区执勤巡查，毫无怨言，因
为他们知道自己肩负着神圣的
使命——保障景区饮食安全，
让游客吃得放心、玩得开心。

叶县：全力守卫国庆期间
食品安全
提起叶县，这里文化古迹

众多，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叶县是著名政治家、军事
家叶姓始祖沈诸梁的封地，是
世 界 2300 万 叶 氏 后 裔 的 祖
地。叶县县城是“河南十大古
城”之一，秦汉古城遗址、昆阳
古战场遗址等历史遗迹 30 多
处，明代县衙、叶邑古城两处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明
代县衙，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
整的明代县衙建筑群，吸引众
多学者、游客前来考察、游玩。
为确保十一国庆黄金周期
间游客饮食安全，严防发生重
大食品安全事故，叶县食药监
局提前召开专题会议，制定节
日期间监管工作方案，成立以
局长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
组长，各基层所所长、局股室负
责人为成员的节日食品安全领
导小组；安排部署食品监管人
员不间断地在责任区内进行监
督检查，督导食品经营单位严
格落实规定，严把食品来源关、
操作关；建立 24 小时值班和派
出机构应急值班制度，确保不
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切实
维护游客食品健康安全。
黄金周期间，全县共出动
执法车辆 180 车次，执法人员
1500 人次，抽检 247 批次，全
力确保国庆期间食品安全。

组织 4 个食品药品监管所，积
极采取多种措施，确保节日期
间食药安全。
强化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
风险监测。委托第三方抽检公
司开展餐饮环节风险监测工
作，重点对面制品、食用油、肉
及肉制品等重点食品进行监督
抽检，其间，共组织抽检节令性
食品 57 批次，开展食品快检现
场快速检测 400 批次。该举措
有效地震慑违反食品安全的不
法经营行为，全面提高了辖区
群众食品安全意识和消费信
心。
强化对节令性食品监督检
查。紧密结合节日期间消费特
点，对各大中型超市、农贸市
场、食品生产企业进行专项检
查，重点对节日消费量大的肉
类、食用油、乳制品等重点食品
加强监督检查，严防不合格食
品流入市场。
强化对重点场所和餐饮服
务单位监督检查。针对旅游人
员多、群众聚餐多、食品消费集
中等特点，重点对曹魏古城南
大街、西湖公园、春秋楼等旅游
景区的餐饮门店、流动餐饮摊
点以及承办集体聚餐餐饮服务
单位进行检查，严防群体性食
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
许昌食药监局魏都分局： 岗位责任。严格执行 24 小时
强化措施确保国庆黄金周 值班和领导带班等制度，落实
岗位责任，确保岗不离人、通讯
期间食品安全
畅通，节日期间无空岗、脱岗现
象。及时受理和处理食品安全
双节期间，为保障全区广
方面消费者的申诉举报，节日
大群众饮食用药安全，许昌市
食药监局魏都分局结合实际， 期间无一起食药安全事件发
生。

特邀 大河食评

传承豫菜历史，发扬豫菜文化
□撰稿人：段明华（河南省豫菜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河南省是人口大省、农业
大省、餐饮大省。尤其是餐饮
资源方面，品类繁多，创新成果
丰硕。如何将豫菜创新成果转
化成大众创业就业落地项目，
是新时代我们面临的重要任
务。
河南各级相关部门都在为
豫 菜 文 化 发 展 努 力 。 10 月 9
日下午，由河南省财贸轻纺烟
草工会、中国饭店协会、河南省

豫菜文化研究会等共同举办、
河南省人社厅支持的 2018 年
度河南省餐饮行业职业技能大
赛暨
“幺麻子杯”第七届全国饭
店业职业技能竞赛
“粥鸿缘杯”
河南赛区竞赛新闻发布会召
开，这标志着 2018 年度河南省
餐饮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七
届全国饭店业职业技能竞赛河
南赛区拉开帷幕！
河南省豫菜文化研究会

会长苏锡国介绍，这次大赛的
优秀选手将会获得由河南省
总工会颁发的“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河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颁发的“河南省技
术能手”称号以及中国饭店协
会 授 予 的 金 、银 、铜 奖 牌 、奖
章。
大赛着力打造
“共享平台、
共赢平台，创新平台、创业平
台”等酒店餐饮产业链生态圈，

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弘扬豫
菜文化、宣传餐饮品牌、助推经
济发展”
责任和使命。
如何将豫菜创新成果转
化成大众创业就业落地项目，
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
命。
多年来，河南省豫菜文化
研究会组织开展餐饮创新成果
孵化，使之转化成大众创业就
业落地项目，帮扶就业创业困

难群体实现创业就业，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
本届大赛将一批技术含量
高、有市场发展前景的作品，升
级孵化，转化成河南省青年餐
饮业创业就业落地项目，以实
际行动，为我省的大众创新、万
众创业工作做出贡献，这也是
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举办
餐饮业职业技能大赛的真正目
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