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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1日正式挂牌成立
的焦作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示范
区分局，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一年。
从几个人的执法分队起家到如今的
兵强马壮；从最初辖区持证餐饮单位
的89家增至如今的245家。一年来，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没有发生
一起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事故，
确保了一方百姓的食安健康。该局
先后获得了焦作市“餐饮服务食品监
管职能调整工作先进单位”、“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先进单位”、“完
成工作目标优秀单位”等荣誉称号。

变“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目

前面积 210 多平方公里，人口 23
万。由于建区时间短，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严重缺失。

2012 年 9 月 10 日开始在焦作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当地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筹建，一开始该局
就决定用食品安全体制改革来突
破困局，理顺行业管理、行政审批
和执法监督的关系，构建和完善具
有示范区特色的统一、高效、权威
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监督、组织实施餐饮服务环节
食品安全及保健食品、化妆品法定
标准、管理规定和监督抽验任务；
受理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和保
健食品、化妆品生产、经营等方面

的举报投诉，查处各种违法行为；
组织实施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保障工作；处置餐饮服务环节
食品安全、保健食品、化妆品安全
突发事件；组织餐饮服务、保健食
品、化妆品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培
训指导工作……该局的举动在示
范区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地
政府负责人以“变‘九龙治水’为

‘一龙治水’”肯定该局在食品安全
监管领域的“试水”之举。

从“张开五指”到“攥紧拳头”

2013年4月11日该局正式挂牌
成立，新成立的该局以接二连三的

“亮剑”行动，回应了社会的关注。

规范餐饮经营。通过该局积
极引导，辖区餐饮服务持证单位从
最初的89家增至245家。

铁腕治理“钉子户”。河南理
工大东门的阿玉饭店无证经营且
拒不配合执法检查。该局联合焦
作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示范区
工商、公安、卫生等单位对该饭店
进行了查处，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
用。

餐饮量化分级。该局创新做
法，由企业出资解决 304 家量化分
级牌印制的资金问题，实现了政
府、企业、餐饮单位的三赢。目前，
全区符合评级条件的142家餐饮单
位全部完成了评级。

开展“透明厨房”活动。活动
先在学校食堂、大型以上餐饮单位
开展，让消费者吃得既明白又放
心。

开展专项检查。截至目前该
局在食品安全方面共立案99起，办
结94起。

创新约谈机制。该局对辖区
内硬件条件差、管理混乱的学校
校长进行了约谈，使食堂面貌焕
然一新。

网格化监管。该局对辖区内
的监管单位建立起“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全面覆盖、责任到人”
的网格化食品药品日常监管工
作模式。

安全风险监测。食品的合格
率 由 最 初 的 35% 逐 步 上 升 到 了
94%。

让“看得见”的也能“管得着”

对于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最薄
弱的地方在基层、在农村，曾经有
人用“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
看不见”来形容缺乏食品药品监管
机构与人员的尴尬局面。对此，焦
作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示范区
分局成立后，有效推动了监管重心
下移，强力建设一支能办大案的药
品稽查队伍。

自去年9月底对药品医疗器械
实施监管以来，在两个多月的时间

内，该局受理药品、医疗器械、保健
食品等各类举报投诉案件11起，查
处各类药品违法违规行为24起，简
易程序案 28 起，全部结案，罚没款
共计 4.76 万余元。在投诉的 11 起
案件中，通过摸底排查先后发现了
3起重大的案件，其中“熊佳无证医
疗器械生产”案件，货值金额达 177
万元，刑拘一人，取保候审九人。
今年“3·15”来临之际，通过举报该
局在辖区查处了以“免费体验治
疗”为借口，销售医疗器械的行为，
现场查封了 12 台治疗仪。通过重
拳出击、严格监管，有效地维护了
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郭皓月）

一 年“ 试 水 ” “ 善 水 ”流
——焦作市食药监督局示范区分局创新食安监管探秘

2014 年国际食品安全大会
上，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再次成为与
会专家探讨的话题。食品安全问
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公众的饮
食安全感与食品安全状况透明度
关联甚密，科学事实与公众认知又
处在“真空”地带的两端。因此，结
合社会关注点与公众诉求点，需要
一个良好的沟通环境和平台。食
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无疑是搭建
企业与消费者信息枢纽的最佳路
径。

安全事件不等于安全事故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时有
发生，但食品安全事件被媒体、公
众误读为“事故”的状况也时常存
在。比如去年新西兰奶粉检出双
氰胺,实际是使用含双氰胺的肥
料造成的微量残留,不构成健康
风险；“镉大米”是因为在受镉污
染的土壤上种植的大米,也不是
非法添加；某品牌水被指不如自
来水，其实是标准上使用不当，等

等。以上事件为食品安全环境和
公众安全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
坏。

省卫生厅食品安全与卫生
监督处处长李红星表示：“食品
安全风险分析分为三个方面，风
险评估、风险检测和风险交流。
我们主要是做风险评估和风险
检测，4 年来的检测数据显示，我
省食品安全状况稳定可控。另
外，我们在检测和评估中强调一
个身体摄入量，比如油炸食品，
即便是油质不符合国家标准，只
有达到了一个限定的摄入量才
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威胁。这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对相
关知识的不了解，造成误读误
解。”

今年的国际食品安全大会上，
有专家提出：开展风险交流有利于
公众科学理解食品安全风险信息,
有利于公众理解实施的风险管理
措施,能够提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的信心。

事前预防更重于危机处置

一起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对
行业经济、行业发展、消费者都是
一次沉痛的打击。比如“三鹿”奶
粉事故，不良影响延续至今，婴幼
儿妈妈们心存余悸。随着国家和
各省市食品安全预防机制的不断
完善和成熟，食品安全的不良苗头
和隐患都提早“现身”，得到及时处
置。食品安全分析体系则是最大
贡献者。

省卫生厅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办公室主任解魁告诉记者：“风险
分析体系在食品安全控制中得到
广泛应用。几年来，我省与有关部
门将风险评估和检测应用于食品
卫生标准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包括
重金属、农药残留等。对于我们食
品安全监管中确定隐患重点、制定
标准、评价监管效果具有重要作
用。”据介绍，省卫生厅每年要对油
条、凉皮等 11 个种类进行实验检
测，对米面食品、肉丸等12个种类

进行快速检测。
但是，隐患的重点或监管的效

果需要通过一个信息互动平台与
消费者保持沟通，这也是预防体系
的重要措施。记者注意到，我国食
品安全法第四条只讲到信息发
布。换句话说，由政府信息发布，
只是单项的信息给予，而非双方、
多方的信息交流。

我省发布的《2014 年河南省
食品安全工作要点》中指出，加快
推进省、市、县三级监管信息平台
建设，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和资源共
享，逐步建立覆盖生产经营、行政
监管、社会评价全过程的信息化体
系。有专家提出，信息平台的建立
能够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有利于公
众正确评价风险和应急情况的处
置。

风险交流更利于良性竞争

2011 年 10 月，我国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挂牌成立，专门设置
了风险交流部门，加强风险交流工

作，同时建立第三方民间风险交流
平台。

据了解，德国、英国、日本等都
相继建立了相关机构和制度。比
如美国成立国际食品信息中心，向
健康专业人员、媒体人士、教育人
员、政府官员和大众有效传播关于
食品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科学信息，
并为媒体提供 300 多个专家的联
系方式。

市场经济大背景下，除了企
业需要自警自觉，不被眼前利益
驱动，还需要市场良性竞争的制
约。国际食品安全大会上，专家
提出：风险交流机制的建立会倒
逼企业自律，遵守产品标准，逐步
获得公众认可。无论是风险交流
制度的建立还是良性竞争的引
导，政府在其中需要扮演重要角
色。但同时也应看到，在目前食
品安全环境下,公众对食品安全
高度敏感,政府部门对于信息披
露相当慎重,担心让公众产生新
的疑虑。

搭建食品安全信息中枢
——关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建设现状

本报记者 闫良生 陈天恩

30 年前，一家吃肉，十里飘
香，引得无数邻家小孩垂涎欲
滴，闹着家里的大人，什么时候
也吃肉。

这样的场景，在近十年内已
不复存在，不是现在的人不缺肉
吃，而是现在的肉感和肉香味，
再也不能和30年前的相比。

在“2013 肉类食品产业发
展大会”上，郑州信念食品销售
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传林作为全
国肉类食品的唯一发言人，其言
语，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业
界的瞩目。

从饲料配备开始 养健康猪
有着到欧美和亚洲一些国

家养猪场学习考察经历的叶传
林说，现在的猪肉之所以不健
康，究其原因主要是：饲料配制
的目标科学体系，没有把猪的健
康长寿放在首位。

在单一营养模式，即豆粕、
玉米型饲料喂养下的猪，长得
快，但肉质松散没有嚼头，有腥
臊味，吃多了胃不舒服，出现胃
胀、恶心等症状。

信念集团使用自己研发的
信念平衡蛋白饲料养猪，“平衡
蛋白”饲料含有丰富的氨基酸、
蛋白质等微量元素，提高猪的抵
抗力，不使用任何抗生素，从源
头确保了生猪的健康。

从猪的习性入手 肉有嚼头
“健康猪肉是由健康猪获得

的，因此尊重猪的生理习性很重
要。”对猪有着 15 年研究的叶传
林说。

健康优质猪肉的味道与猪

的运动量、健康状况、空气质量、
饮水、饲料以及猪的品种都有
密切关系。在正确的科学喂养
方式引导下，信念集团给猪安
排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生活方
式，来提高猪的非特异性免疫
力，使猪少生病或不生病，在猪
的生长过程中避免用药。如猪
有拱地的习性，爱吃地下生长
的食物，就给予满足来保证猪
的健康成长。

信念养殖场的生猪无泪斑、
精神饱满，屠宰过的生猪肉，肉
质瓷实、韧性大，确保吃起来有
嚼头。用信念有盼头肉炒的菜
清香感很强越吃越香，骨头熬的
汤汁也特别浓郁。

冰鲜肉营养不流失 保餐桌
安全

有实验表明，一条鲜活的
鱼，在极速冷冻下，可瞬间成为
一条冻鱼，解冻后，仍然可在水
中畅游。

具有科学前瞻性思维的叶
传林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猪肉
在急速冷冻的情况下，它的营养
成分是不是也不会遭到破坏或
者是流失，如果可以的话，走向
市民餐桌上的猪肉岂不是更让
市民有盼头。

经过半年的实验与研究，
2012 年信念“有盼头”冰鲜肉开
始走进人们的视野，因其不破坏
生猪细胞，使肉质更有嚼头、肉
香纯正满屋飘香、汤好喝不油
腻、炒时不出水、没有异味等特
点，上市一个月，深受市民的喜
爱。 （李淑丽）

4 月 21 日—22 日，来自全
国各大中城市的牛肉制品经销
商云集周口，参观富含文化底
蕴、传承千古秘方的周家口食
品公司生产基地，共商周家口
产品“新格局 大未来 战略
体系暨新品发布”大计。周家
口食品公司经过多年酝酿的科
研成果——老子酱牛坊、老子
牛肉经系列牛肉产品成功问
世。主要生产和销售“老子”品
牌的中高端牛肉制品，主导产
品有老子牌“牛肉经”休闲系列
肉制品。 （刘天珠）

潜伏在自来水中的罪魁祸
首是三卤甲烷，包括三氯甲烷、
二氯溴甲烷、三氯溴甲烷和三溴
甲烷4种氯化物。三卤甲烷是净
水场中用于消毒灭菌的氯，与食
物的渣滓和浮游生物等有机物
相互反应的产物。随着水质的
恶化，自来水中氯的投放量也与
日俱增，是它扮演了制造致癌物
的主要角色。

一、不开的水——膀胱癌、
直肠癌

专家提出，饮用未煮沸的
水，患膀胱癌、直肠癌的可能性
增 加 21%-38% 。 当 水 温 达 到
100℃，这两种有害物质会随蒸气
蒸发而大大减少，如继续沸腾 3
分钟，则饮用安全。

二、千滚水——腹泻、腹胀、
昏迷惊厥

千滚水就是在炉上沸腾了
一夜或很长时间的水，还有电热
水器中反复煮沸的水。这种水

因煮过久，水中不挥发性物质，
如钙、镁等重金属成分和亚硝酸
盐含量很高。久饮这种水，会干
扰人的胃肠功能，出现暂时腹
泻、腹胀；有毒的亚硝酸盐还会
造成肌体缺氧，严重者会昏迷惊
厥，甚至死亡。

三、蒸锅水——早衰、癌症
蒸锅水就是蒸馒头等剩锅

水，多次反复使用的蒸锅水亚硝
酸盐浓度很高。常饮这种水，或
用这种水熬稀饭，会引起亚硝酸
盐中毒；水垢经常随水进入人
体，还会引起消化、神经、泌尿和
造血系统病变，甚至引起早衰、
癌症。

四、老化水——食道癌、胃癌
俗称“死水”，也就是长时间

贮存不动的水。常饮用这种水，
会使未成年人细胞新陈代谢明
显减慢，影响身体发育；中老年
人则会加速衰老；许多地方食道
癌、胃癌发病率日益增高，可能

与长期饮用老化水有关。老化
水中的有毒物质也随着水贮存
时间增加而增加。

如何减少自来水中的致癌
物？

为了减少自来水中致癌物
对人体的危害，应当采取积极
的预防办法：个人和家庭不要
饮用生自来水；提前将水装入
容器放置，等三卤甲烷挥发一
段时间后再用；尽量不使用合
成洗涤剂。

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主办，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承办，湖北黄
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协办的

“孕妇营养与体重管理”项目培训
会于 2014 年 4 月 26 日至 27 日在
郑州市隆重召开。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领导、项目讲师团专家、项目
支持单位代表、河南省妇幼专科
医师代表等300多人出席了此次
培训会。

“孕妇营养与体重管理”项
目是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倡导
开展的一项针对孕妇营养与体
重管理进行科学指导的大型公
益活动。自 2013 年 9 月启动以
来，得到全国各地妇幼保健机构
的积极响应，目前已有 62 家医
疗保健机构在该项目的指导下
开设了孕妇营养与体重管理门
诊。据悉，2014 年协会将在湖
北、河南、浙江、陕西、贵州五省
分别举办“孕妇营养与体重管理
师资培训班”。

此公益项目由湖北黄袍山绿
色产品有限公司全程赞助。该公

司生产的“本草天香”山茶油及
“上古之水”孕婴化妆洗护洗涤用
品，通过专家医师的鉴定和认可，
得到了众多孕产妇的好评。山茶
油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皇宫御膳用
油，营养价值极高，民间称为“月
子油”，不饱和脂肪酸高达 90%，
亚麻酸与亚油酸的比例 1∶4，近
似母乳，有助于胎儿的发育和孕
妇体形的恢复。“上古之水”孕婴
化妆洗护洗涤用品，延续民间古
老洗护经验，采用天然茶皂素配
方，温柔呵护孕妇健康和胎儿的
成长发育。

据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方大兵介绍，公司将全力
支持“孕妇营养与体重管理”项
目，在河南省设立培训中心，建立
营养与体重管理示范门诊，对在
职医生进行培训和考核，逐步实
现在河南全省各基层妇幼保健机
构建立孕妇营养与体重管理服务
体系，提高我国孕妇及新生儿整
体健康水平。

（张丽君）

找回30年前的肉香
——信念集团董事长叶传林揭秘有盼头肉

缘何有嚼头

食事
科普

养生警惕：
喝水不当会患癌 4种水喝不得

关心孕妇营养 呵护婴儿成长
——孕妇营养与体重管理项目培训会在河南

隆重召开

记 者 从 第 十 二 届 中 国
（漯河）食品博览会组委会
获悉，定于 5 月 16 日启幕的
食博会不设开幕式，不组织
方阵，不用礼炮鲜花，不安
排讲话致辞，节俭、务实、创
新将成为本届食博会的主基
调。

务实之风彰显了主办方
对食博会品牌的自信。据悉，
本届食博会较去年新增200个
展位，达到 2500 个展位，为历
届最大规模。即便如此，展位
仍然供不应求，截至目前，所
有展位已被全部预定。

为激发食博会内在创新
力，食博会将逐步从政府主导
型会展向市场主导型会展转
变。为此，本届食博会坚持专
业化、市场化、电子化办会方
针，以“品质、品位、品牌”为主
题，突出“提升、创新、合作”，
旨在打造国际知名、国内一流
的会展品牌。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届食博会除了在市场细分
方面体现专业化，在市场化方
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比
如建立赞助商制，专项活动订
制服务和服务外包等，进一步
扩大展会自由度和参与度。
另外，本届食博会引入电子化
服务，建立网上洽谈对接平
台，开发食博会手机客户端，
同时利用微博、微信平台进行
食博会推广宣传，进一步扩大
品牌影响力。

据了解，本届食博会将
在 5 月 16 日—18 日进行，为
期 3 天的展会将开展 2013 年
度中国食品产业信息发布暨
高峰论坛、中国食品经销商
（中 原）峰 会 等 10 余 项 活
动。规划展览面积 5 万平方
米 ，共 设 置 国 际 标 准 展 位
2500 个，食品百强企业参展
超过 70 家。届时，国内外嘉
宾客商 7000 多人共享“舌尖
盛宴”。

（陈天恩 宋俊霞）

不设开幕式尽显自信大气

走进第十二届中国走进第十二届中国（（漯河漯河））食品博览会食品博览会

第十二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轻形式重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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