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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市场监管局未雨绸缪
国庆期间市场秩序良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朝林 通讯员 韩吴琦 文图

作为河南重要的旅游
城市的开封，据统计，2019
年“十一”黄金周，开封市旅
游 接 待 总 量 达 517.6 万 人
次。如何保证游客吃好、玩
好，是摆放在市场监管部门
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开
封市市场监管局未雨绸缪，
强 化 行 业 监 管 ，严 格 落 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及各业务
应 急 值 班 制 度 ，严 格 落 实
“零报告”制度，带班领导和
值班人员在岗在位，及时应
答，圆满完成了节日值班值
守任务，市场秩序安全、有
序、稳定。
国庆节前，市场监管局

召开节前廉政教育暨保平
安促稳定电视电话会议，对
国庆期间的市场安全和应
急值守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系统各单位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及各业务
应急值班制度。相关领导
每日带班，严格落实“零报
告”制度，无论是电话督查
还是视频检查，所有带班领
导和值班人员都做到了在
岗在位，及时应答。同时，
市 场 监 管 人 员 对 商 场、超
市、批发市场、集贸市场、食
品店、餐饮行业等重点场所
进行重点巡查，严厉打击销
售“三无”
、过期等不合格食

品违法行为，对存在食品安
全隐患的单位责令当场整
改 ，切 实 消 除 食 品 安 全 隐
患。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
强特种设备隐患排查。重
点检查使用电梯、大型游乐
设施数量较多的人群密集
场所、旅游景区；使用锅炉、
压力容器的企业、医院、酒
店以及在以往检查中发现
存在问题的单位。督促特
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安全
自查自纠，严格落实安全管
理制度。
自驾游停车难一直是
游客头疼的问题，为此，市
场监管部门加强有形市场

价格监管，严厉打击物价违
法行为。以景区周边各类
门票、餐饮、停车场、商超宾
馆、游乐设施等为重点，加
强执法监管，确保市场物价
稳定。
9 月 30 日，开封市市场
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姚春
贵带队开展节前市场调研，
对该市工业产品质量生产
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
特种设备安全、农贸市场、
商超、景区周边旅游服务、
市场供给、价格、监管执法
等情况进行督查。国庆期
间，相关领导按照分工，分
别深入到各区（分）局及直
属单位，对旅游安全、食品
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工作
进行检查。
国庆期间，开封市场秩
序安全、有序、稳定，未发生
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和
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全市
市场监管系统共出动执法
人员 2650 余人次，执法车
辆 660 余台次，检查各类市
场主体 1658 户次，查处无
照经营案件 8 件，查处价格
违法案件 2 件；出动特种设
备专业人员 286 人次，检查
特种设备 653 台（套）；接到
各类投诉举报咨询 229 件，
已全部分转至相关单位办
理。

河南餐投央厨工厂正式启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牛洁
日前，万众期盼的河南
餐投央厨工厂正式启航！
中 原 餐 饮 开 启“ 集 约 化 生
产，标准化操作，智能化运
营，物美价廉，高效快捷”新
时代！
餐投央厨工厂坐落在
河南新郑新港产业集聚区
冠超科技园内，位居航空港
核心经济圈。是河南冠超
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省餐饮
与饭店行业协会、河南能化
集团国龙物流有限公司等

斥巨资联合打造的现代化、
开放式共享平台。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
业协会会长张海林表示，央
厨工厂启动后，一是引入多
元投资与餐饮产业链上、下
游合作伙伴，共享央厨工厂
发展机遇，带动餐饮业产品
与服务升级。二是筹备成
立餐投商城，以食品溯源技
术、区块链技术、物联网技
术为支撑，实现以“订单”为
核心的采购、研发、加工、配

送等快捷服务，通过线上、
线下双线营销，拓展国内与
国际市场。
餐投央厨工厂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以产品与综合
服务为纽带，以研发、加工、
检测、配送、服务为主要职
能，以中小学营养餐、团餐
为切入点，逐步引入食材净
菜、中式名菜、饭店与家庭
餐饮主食等产品。央厨工
厂各合作伙伴与餐饮企业，
共享集中采购、技术研发、

标准化加工、智能化运营与
市场综合服务，实现“从原
材料采购到消费终端全过
程的营养、健康、安全与快
捷”保证，形成产业端与消
费端的多方共享与共赢。
随着央厨工厂食材采
购、
产品研发、
检测加工、
营销
配送、综合服务等各项业务
相继展开，必将提升中原餐
饮产品品质、健康安全保障
与消费服务水平，带动餐饮
产业链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河南今年新增中国烹饪大师93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牛洁
在河南省餐饮与饭店
行业协会的积极推动、组织
和考评下，在刚刚结束的第
29 届中国厨师节上，河南
代表团共有 93 人获得中国

烹饪大师称号，其中元老级
中国烹饪大师 1 人，资深级
中国烹饪大师 11 人，注册
级中国烹饪大师 81 人。另
有最美厨师奖获得者 2 人，

金厨奖获得者 12 人，名人
堂导师 2 人。所获奖项创
近十年之最。
据悉，从明年开始，中
国烹饪大师的考评将限制

数量，全国每年共有 300 个
名额，每省 10 个名额。因
此，本届厨师节中国烹饪大
师的获得人数可以用空前
绝后来形容。

南阳市餐饮
与住宿行业
协会换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牛洁
9 月 26 日，南阳市南阳宾馆，
南阳市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第三
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
通
过了新一届的协会章程和会费标
准。
盛世开元酒店、河南香菜网董
事长殷志永当选会长，
南阳宾馆董
事长张书峰当选常务副会长，
王府
饭店董事长张玉恒任执行会长，
李
文卿任秘书长。
记者从会议获悉，2018 年，南
阳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
2000.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7%；
其中，
全市餐饮住宿业营销总额累
计 292.8 亿元，增长 11.3%，餐饮住
宿业营销总额占全社会营销总额
的 14.6%，
总规模位于全省第三。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
会长张海林用“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
来形容南阳的历史人文和自然
风光，他表示，把换届工作搞这么
大动静，实在是不多见，由市政府
牵头组织餐饮协会的换届工作，
其
意义不亚于信阳市专门成立信阳
菜推广办公室。他说，
做餐饮要靠
情怀支撑，
开饭店而大富大贵的人
在历史上不多见，
但是把馆子开好
的人，丰衣足食、吃好玩好还是绰
绰有余的。餐饮行业将是一个越
来越好的行业，以南阳的千万人
口，年餐饮住宿营销额不会止于
300 亿，因此，南阳餐饮业潜力巨
大，
行业协会有大量工作要做。
南阳市有关市领导在讲话中
指出，要认识到行业协会的重要
性，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促进
行业发展。他勉励南阳市餐饮协
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结合全
市餐饮住宿行业实际，
以服务行业
为宗旨，
扩大视野，
兼容并蓄，
切实
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大力加强
行业自律，
认真维护会员的合法权
益，积极帮助经营者开拓市场，引
导广大从业者，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更大贡献。
新任会长殷志永在发言中说，
南阳餐饮人的热情让他感觉任重
道远、职重如山，
他愿意倾其所有、
竭尽所能为行业服务，
在以后的工
作中，他将带领秘书处从加强自
律、完善制度、反映诉求、维护权益
等方面开展工作，
根据会员和行业
需求，
积极开展业务活动。
南阳市餐饮行业协会原名南
阳市烹饪协会，2007 年更名为南
阳市餐饮行业协会，
由技术性协会
转变为管理型行业协会，
是全市餐
饮行业唯一具有行业管理职能的
协会。餐饮协会业务指导机关为
市商务局。前任会长为南阳市政
协原副主席王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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