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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至21日，由省委宣传
部、省食安办、省精神文明办等 21
个部门主办，18个地市共同参与的
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各地铺
开。启动仪式上政府道实情，出实
招；论坛上专家建真言，献实策；各
市县沉一线，摸实情；企业抓整改，
群众齐参与……连日来，一系列活
动让尚德守法的内涵植根于食品
产业的每一块沃土，食品安全、人
人维护的理念播种到每一个人心
中。

宣传是最有效监管

“宣传也是监管，而且是最有
效监管。”6 月 10 日食品安全宣传
周启动仪式上省食安委副主任、副
省长王艳玲如是说。

随 着 新 闻 传 播 手 段 的 多 样
化，信息混乱，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更加凸显，舆论监管效能的发挥
一度制约着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的
提升。基于此，省食安办特成立
新闻宣传处。省食安办副主任、
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张红林表示：

“正在筹建食品安全记者协会，通
过与媒体联合建立互信互联互通
的平台，第一时间发布最准确的
声音，扩大社会共识，消除社会误

解，形成食品安全舆论监管新格
局。”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王俊本在监管部门媒体面对面活
动上说：“监管部门和媒体要通力
协作，打造上下互通、左右互联的
信息平台，第一时间为老百姓解疑
释惑，赢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
持。”

此外，首届河南食品安全与发
展论坛成为今年宣传活动的一大
亮点。论坛现场，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总工程师陈振杰围绕我省食品
产业转型引数据、举例子、讲故事；

河南工业大学孙中叶教授普及食
品知识，讲解治理趋势；三全集团
董事长陈泽民讲解食品安全危机
事件的应对和处理……监管部门、
专家学者、企业和媒体等各方互
动，观点碰撞，共话我省食品产业
安全发展之道。

协同共治动员社会关注

连日来，各省直有关部门联合
社会各界从上到下积极开展宣传
周主题活动，动员全社会关注。

省农业厅结合“万名科技人
员包万村科技服务行动”组织质

量安全专题行动；省畜牧局组织
“实验室开放日”活动；省卫生厅、
省质监局分别制作印发食品安全
宣传手册和《食品标签标识专项
监督检查工作》宣传折页；省商务
厅走进商超开展肉菜流通追溯体
系建设宣传活动；省科协组织科
普工作者和媒体深入企业一线交
流学习；省粮食局组织“放心主食
工程”示范企业展示，并对群众和
媒体开放实验室；在省公安厅组
织的图片展现场，治安管理总队
副总队长马聚安告诉记者：“去年
的‘打击食品犯罪，保卫餐桌安
全’活动中，河南总战绩全国第
一。截至目前，全省共出动警力
7500 人次，共破获各类食品犯罪
案件 650 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犯
罪 嫌 疑 人 708 人 ，捣 毁 窝 点 321
个。”

作为拥有省内最具实力的食
品安全检测机构的省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通过强化检验检疫全过程
监管措施，全省食品农产品出口金
额从 2008 年的 4.93 亿美元提升至
2013年的18.58亿美元。今年的主
题活动，他们组织10家进口食品企
业代表签署承诺书，督导企业切实
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沉到一线摸实情抓治理

活动期间，各市县街区紧密结
合群众路线教育，深入基层，扎根
一线，摸情况，出对策，做宣传，抓
治理，收到了明显成效。

濮阳作为全省食品药品监管
体制改革试点市和全省食品安全
工作优秀市，他们开展“代表、委员
看企业”、新闻宣传公益行动等系
列活动，并招募了 500 名食品志愿
者，成立了食品安全志愿者服务大
队，营造了人人关注食品安全、人
人维护食品安全的浓厚氛围。

汤阴县是全国首个“中国食品
工业名县”，为使群众吃上放心食
品，他们开展了食品安全百日集中
整治活动，有效保障了全县各个环
节的食品安全。

新乡县发挥群众和志愿者的
社会监督作用，组织开展食品安全

“六进”活动——进社区、进学校、
进企业、进超市、进餐馆、进农村。
作为“中国休闲食品产业基地”的
临颍县，组织食安办成员单位进村
入户，走访企业，开展政策解读、法
律知识普及、热点焦点问题探讨等
宣传活动，逐步形成人人重视、人
人参与、人人监督的浓厚氛围。

2014年河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

凝心聚力共筑齐抓共管新格局
本报记者 闫良生 陈天恩

6月10日—22日，围绕“尚
德守法，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
力”的主题，全国各地集中开展
了食品安全主题宣教实践活
动。这也是我国每年一次举办
的第四个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提升食品安全治理作为国家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化、负
责任的治理主体共同参与，不断完
善食品安全领域政府监管与服务、
市场配置与规范、社会监督与自律
等一系列相互依托、平衡互动的制
度运行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凝聚共
识，激发和释放全社会参与食品安
全治理的潜能与活力。

河南作为食品产出大省，更
需要在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
上下工夫、出真招、见实效，确保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从田间地头到人们的
餐桌，要经历一个复杂链条，其
中任何一个环节上出了纰漏，
都可能捅出“娄子”，所以食品
安全工作必须打造“无缝”监管
网，需要各监管部门强化责任
意识，明确分工，通力合作，加
大执法力度，加大食品安全违
法成本，不留工作“死角”，把食
品安全风险降到最小。

作为食品生产第一责任者的

企业，应严格自我约束，树立诚信意
识，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下大力
气，把好产品质量安全关，将食品质
量安全的问题消灭在萌芽中。

面对数百倍甚至上千倍于监
管人员的监管对象，监管部门不
可能靠人力对一家家企业、一个
个生产个体进行全天候监督，要
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有力有效
防治问题，还需要激发全社会的

“主体意识”，让更多眼睛盯住、更
多双手管住食品质量，引入更多
社会与公众的元素，齐抓共管，共
筑食品安全“防火墙”。

国家每年举行食品质量安
全宣传周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唤
起全社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并
切实行动起来，共同打击涉及食
品安全的不法行为。

“尚德守法，提升食品安全
治理能力”，需要齐抓共管的尚
德氛围，需要共同治理的守法底
线。作为食品安全最主要的责
任人，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要负
起责任，全社会一个个食品消费
的主体——我们也要负起责
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政府部门履行监管责任；我
们人人参与，甘当食品安全监督
员，我们坚信，“舌尖上的中国”
必然更加安全、更有滋味。

齐抓共管，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
□ 郭皓月

巴西世界杯已经开始，熬
夜看比赛是很多球迷都会有
的，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患上“世
界杯综合征”。如何科学熬夜?
来看看熬夜饮食注意事项。

粥品是熬夜健康饮食首选

粥既能提供淀粉热量，又
能补充大量水分。材料上可以
选择鱼片粥、猪肝粥、牛肉粥、
八宝粥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润喉易消化的不同健康粥品。
如八宝粥，在粥中加入红枣、豆
类、核桃等食材，具有补中益
气、滋补身体的作用，可以养神
清热，润肺和喘，对于调养肠
胃，缓解熬夜疲劳很有好处。

少喝咖啡 多喝果汁凉茶

喝浓茶或咖啡、啤酒等维
持兴奋是晚睡人习惯采用的方
法。这样却容易出现黑眼圈、
眼袋、皮肤晦暗无光等问题。
最好的办法是用果汁或凉茶取
代。适量的苹果、胡萝卜、菠菜

和芹菜切成小块，加入牛奶、蜂
蜜、少许冰块，用果汁机打碎，
制成营养丰富的果蔬汁。或者
用新鲜黄瓜、0.5 升豆浆、3 片薄
荷，一同打碎搅拌后制成清凉
的黄瓜汁，都有非常好的解乏
功效。

熬夜的药膳搭配

药膳的功效更加显著，可
以选用具有滋补肝肾、强筋壮
骨之功效的猪腰与杜仲炖汤;有
清心润肺、益气安神之功效的
莲子百合煲瘦肉;有滋阴清热、
生津止渴功效的生地煮鸭蛋;有
舒筋活络、益气和血、解除肌痛
功效的粉葛生鱼汤;有清肝火、降
血压功效的夏枯草煲瘦肉……
这些食材都适于熬夜期间引发
的一系列如腰酸背痛、四肢乏
力等问题。

除了饮食上需要调整外，
还需要和运动结合起来，看比
赛时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
势，可以适当的起来运动一下。

（闫子鹤）

饮食
男女

看球养生两不误

世界杯熬夜饮食攻略

诉茶情：只认真感情

郎忠良，人称“老狼”，浙江
永康人士。来到“老狼”位于
郑州唐人街茶城的“老郎茶
业”店里，上好的檀香味扑鼻
而来，古朴典雅的装修，原生
态的家具摆设，优雅的轻音
乐，清新的茶香，无不彰显“老
狼”的品位和内涵。

在“老狼”的店里，有一个用
旧船木做成的茶艺桌，斑驳的木
纹、深深的蛀洞，都在诉说，它曾
经是一艘年代久远的船上的一
块木板，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冲
击，经历过暴风骤雨的洗刷，经
历过烈日暴晒的残酷，经历过蚁
虫侵蚀的疼痛，经历过岁月无情
的打磨，却仍然奉献着自己。正
像“老狼”本人一样，血性、本色、
自然、诚信、坚持！

品茶德：做人要厚道

人称“老狼”的郎忠良当过
兵，卖过服装。1997 年来到郑
州，因为“老狼”诚信、人缘好，
渐渐地在业内有了名气，也交
了一大批当地的朋友。生意就
在这从善如流中一天天变得顺
风顺水。没事的时候，他最喜
欢的，就是和几个熟悉的老乡、
朋友在一起喝茶。几杯香冽的
清茶下肚，几句熟悉的乡音入
耳，浓浓的情谊油然而生。因
为爱茶，重情谊，所以才有了

“老郎茶业”。

创茶业：追求原生态

“老狼”爱喝茶，爱品茶，更
爱茶。用他的话说，茶叶本身是
什么颜色，什么味道，就应该保
持着这种原生态，不应加任何现
代工艺和任何添加剂，不能破坏
它的本色，让所有爱茶的人都能
喝到天然、健康、原生态的茶。

“老狼”的茶叶全部是他老
家著名的大寒山野生茶。这种
茶只生在高寒的大寒山，是鸟
儿吃了茶树的种子，带到山顶，
种子落地自然生成的茶树品
种。汲取云雾雨露的天地灵
气，可谓珍贵。一年的产量不
超过2000斤，可谓稀缺。

从选茶到制作加工，再到
运输，“老狼”都亲自挑选监督，
用古典工艺，保证了茶叶的本
质本色。让每一位喝到此茶的
人，都喝得健康，喝得安全。

自然，健康，原生态，这是
“老狼”的本色，也是“老郎茶
业”的宗旨。 （王茜）

苦尽甘来显本色
——访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郎忠良

饮用水（排名不分主次）

漯河市日康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岛上草、英格）
河南冠仕达商贸有限公司
新乡市吴铮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吴铮）
周口市委功能水厂（健之泉桶装水）
郑州多美其饮品有限公司（多美其桶装水）
河南祥福调矿泉水厂
鹤壁市太极帝幔饮业有限公司（幔泉桶装水）
焦作市明仁天然药物有限责任公司（明仁苏打水）
河南容熙食品有限公司（小趣苏打水）
信阳东盛水业有限责任公司（南湾山泉）
加多宝集团（昆仑山矿泉水）
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河南省公司（恒大冰泉）

统一集团（统一矿泉水）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农夫山泉）
内蒙古蓝海矿泉水有限责任公司（阿尔山）
五大连池泉山矿泉水有限责任公司（五大连池泉山矿泉水）
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 （崂山）
广西中源山泉有限公司（九千万饮用天然泉水）
西藏珠峰冰川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珠峰冰川）
四川海悦巴山饮品有限公司（巴山活泉）
上海惠氏营养品有限公司（惠氏）

饮料（排名不分主次）

洛阳海碧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七点半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科霖达菊珍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湖滨果汁饮品有限责任公司（湖滨果汁）
河南中原红饮料有限公司（中原红）
河南省淼雨饮品股份有限公司(淼雨苹果醋饮料）
焦作市米奇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米奇核桃牛奶）
焦作太极源饮品有限公司 （苹果醋）
河南焦作智力多饮料有限公司 （多美多苹果醋）
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健力宝）
广州黑卡饮料有限公司（黑卡6小时）
椰树集团（椰树）
厦门银鹭食品集团河南分公司（银鹭）

乳制品（排名不分主次）

河南三剑客奶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剑客)

河南三色鸽乳业有限公司(三色鸽)
河南叮当牛食品有限公司(叮当牛)
圣元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圣元)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光明）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飞鹤)
黑龙江龙丹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龙丹)
贝因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贝因美)
现代牧业河南分公司（郑州汇泰乾商贸有限公司）（现代牧业）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合生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合生元）
福建明一天籁营养品有限责任公司（明一）
澳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澳优)
内蒙古欧世蒙牛乳制品有限公司

● 6 月 17 日，省商务厅联合
省商业行业协会，开展“食品安全
进超市”活动，设立咨询台，就酒类
辨假、放心早餐等宣传食品安全常
识。据省商务厅市场秩序处处长
刘兵介绍，预计到年底，郑州市部
分超市、批发市场肉菜追溯体系将
投入使用，商品从种植、检验、流通
到上架的信息均可查询。

● 6 月 18 日，省粮食厅组织
市民走进河南省粮油饲料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原粮检测室、饲
料检测室、原子荧光室等十余个

实验室向公众开放，展示整个食
品产业链条中的技术支撑和安全
保障。

● 6 月 19 日，省公安厅在紫
荆山广场举办打击食品犯罪专项
行动图片展，集中展示全省打击食
品犯罪成果，向群众宣传普及食品
安全常识和识假辩假方法。省公
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马聚安表
示，今年开展“打击食品药品环境
污染犯罪深化年”活动，重点“打团
伙”、“摧网络”，筑牢食品安全最后
一道防线。

● 6 月 11 日—20 日，河南省
畜牧局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食品安
全宣传周主题日活动，兽药行业
可持续发展论坛、饲料质量安全
管理规范宣传活动、“学劳模，赶
先进，崇尚德，树新风”活动、生鲜
乳质量安全知识大讲堂和畜产品
质检中心举办监测检验实验室开
放日活动等，增强社会对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理解、信任
和支持，提升对畜产品质量安全
的信心。

（魏文杰 孙培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要“严守法规和标准，用最严格
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近年来，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

但食品行业数量庞大，源头监管尚不成熟，诚信环境相对缺失，大众监管
意识较为缺乏，极大地影响了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和百姓的保障需求。

如何正确引导消费者，给消费者带来真正安全放心的食品，河南日报
在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之际，充分发挥党报喉舌作用，汇聚相关部门、专

家学者、食品企业和媒体等社会力量，通过企业自荐、记者调查采访、网络
投票等方式，选出“2014最受河南消费者信赖的品牌”入围名单。接下来
记者将会深入采访，通过专家评定等方式，最终确定“最受河南消费者信
赖品牌”获奖名单,并予以公示。

2014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最受河南消费者信赖的品牌最受河南消费者信赖的品牌””推选活动入围名单推选活动入围名单
（饮用水 饮料 乳制品）

“2014年食品安全宣传周”监管部门开展系列活动

食事
图说

6月21日，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在郑州市中原万达广场联合举办以

“尚德守法、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为
主题的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日活动。

省食药监局巡视员孟宪飞提出，依
法监管，严惩违法行为，是各级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要通过
扎实开展尚德守法宣传教育，运用“德
育”和“法治”这两大武器，既要让真正
尚德守法者得到褒奖，又要让失德枉法
者受到惩戒，切实增强生产经营者尚德
守法责任意识，让全省、全国人民吃得
放心、吃得安心，努力推动我省由食品
大省向食品强省转变。 （常存涛）

德育法治并重 共筑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