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食事
关注 架起外卖餐饮安全绿色通道

——解析外卖订餐的安全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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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食品价格走势监测
（河南商务信息播报）

节前我省猪肉鸡蛋价格回落
蔬菜水果价格上涨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
国庆节前一周我省生活必需
品市场货源充足、运行平稳，
其中猪肉鸡蛋价格回落，蔬
菜水果价格上涨。重点监测
的 60 种商品中,28 种价格上
涨占 46.7%，8 种价格持平占
13.3% ，24 种 价 格 下 降 占
40% 。 分 大 类 看 ，禽 类 、蔬
菜、水果、奶制品价格走高，
桶装食用油、食盐价格稳定，
粮食、猪肉、鸡蛋、水产品、食
糖价格回落。

粮食零售价小幅走低。
上周我省粮食零售价较前一
周下降 0.17%。其中小包装
大米保持稳定，小包装面粉
环比下降 0.82%。目前我省
粮食市场供应充足，预计后
期我省粮价将维持稳中趋涨
态势。

桶装食用油零售价保持
稳定。上周我省桶装食用油
零售价与前一周持平。其中
大豆油、花生油环比分别下
降 0.26%、0.04%。受油料供
应持续充足的影响，预计后
期我省食用油价格仍将延续
弱势震荡的行情。

猪 肉 零 售 价 小 幅 回
落。上周我省猪肉零售价
较前一周下降 0.2%，其中精
瘦肉、五花肉环比分别下降
0.29%、0.3%。预计短期内我
省猪肉价格将在现有价位
震荡维稳。

禽蛋零售价涨跌各异。

上周我省白条鸡零售价较前
一周上涨 0.06%；鸡蛋零售价
较前一周下降 1.44%。受供
应增加、需求减弱的影响，预
计后期我省鸡蛋价格仍将弱
势运行。

蔬菜批发价继续走高。
上周我省蔬菜批发价较前一
周上涨 2.7%。其中叶菜类蔬
菜中的芹菜、大白菜、圆白菜
环比分别下降 8.23%、7.52%、
3.23%。预计后期我省蔬菜
价格仍将以涨为主。

水 产 品 批 发 价 小 幅 走
低。上周我省水产品批发
价较前一周下降 0.57%。其
中淡水鱼中的鲫鱼、鲢鱼、
草 鱼 环 比 分 别 下 降 0.62%、
0.57%、0.48%。受国庆节前
供需关系影响，预计短期内
我省水产品价格将有小幅
走高的压力。

水果批发价小幅走高。
上周我省水果批发价较前一
周上涨 0.24%。其中菠萝、西
瓜、香蕉、苹果环比分别上涨
8.02%、6.96%、1.48%、1.45%，
葡 萄 、梨 环 比 分 别 下 降
10.72%、5.2%。预计后期我
省水果价格将在现有价位震
荡运行。

食糖零售价小幅走低，
食盐零售价保持稳定，奶制
品零售价小幅走高。上周我
省食糖环比下降 0.75%，食盐
保持稳定，奶制品环比上涨
0.41%。

随着人们生活工作节奏的加
快，互联网不断深入应用，电话外
卖、网络订餐、在线支付等新的餐饮
交易方式受到“上班族”们的青睐。
手机一拨，鼠标一点，足不出户便可
享受到美味佳肴。但是，在利益驱
使下，一些“黑作坊”渗透其中，给消
费者带来了餐饮安全隐患。小散乱
杂的外卖该如何治理规范？餐饮外
卖的入市标准是什么？网络订餐该
如何监管？新的消费方式给我们带
来了新的监管课题。

手机叫外卖埋下安全隐患

记者在郑州 CBD商务外环与九
如东路发现，早上、中午两个时段，写
字楼下多人发放外卖订餐的宣传页，
一种是依托实体餐饮延伸的外卖服
务，另一种则是个人经营的“家庭厨
房”，记者要求前往查看厨房环境和
制作过程，外卖阿姨很警惕地拒绝。
附近上班的小王表示：“一般看价位
和宣传页照片，一份简单的盒饭就要
十几元，但是送到的饭菜与照片上相
差甚远。”某保险公司刘总监表示：

“雨雪天气生意更好，一个大的储物
盒，里面能装几十份饭盒，半个小时
就没了，都是图个方便，至于是否安

全则没有过多考虑。”记者在花园路
黄河路附近的写字楼了解到，除了实
体餐饮店，多个外卖店都是附近小区
内的私人作坊，价位虽然不足十元，
但是量少，大米蒸不熟，饭菜凉等问
题时有发生。

业内专家表示，烹饪环境和材料
的选取决定食物的安全性，运送过程
中也会存在食物污染的可能性，这些
都是安全隐患。还需要关注的是，“私

人作坊”未取得营业许可和卫生许可，
一旦发生餐饮中毒事件追责较难。

网络点美餐点出监管盲区

时下，网络点餐日渐成为年轻人
群的时尚消费方式。美团、糯米、饿
了么等多种网站平台，还有多种 APP
手机终端订制，可以线上订制个餐、
套餐和团餐，线下实体店食用或通过
第三方配送，小到小吃、盒饭，大到中

餐西餐，甚至有些商户推出了火锅配
送，只需网上一点，各种美食配送到
家，消费者节时省力。

经常网上订餐的王女士表示：
“手机订餐本身是为了节省时间，但
有时一送就是两三个小时，对食物
的安全性也有担心。”食物制作的环
境是什么？门店在哪里？运送的环
境和过程又是什么，王女士一概不
知。专家提醒，外卖从制作完毕到
食用应控制在 3小时以内，否则其中
的微生物会在食品中生长繁殖，很
容易导致食物腐败变质。

省食安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网络订餐平台应该承担起相应
的监督义务，线下商户入网的标准
至少要保证是合法经营和取得卫生
许可。”记者了解到，新的食品安全
法修改草案对网上食品交易做了详
细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其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的，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
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

市场需净化剔除不良商户

业内专家表示，目前外卖呈现
出小散乱杂、流动性强的特点，除依
托实体店外卖服务外，其他多数为

无证无照经营，监管难度相当之大；
网络订餐平台除了规定本身不能从
事餐饮经营活动外，还要对上线商
户的经营资质进行严格审查。

省食安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外
卖在餐饮服务许可范围内并没有做
专门审批程序，目前国家也没有出
台专门的外卖食品安全标准。但
是，只要是从事餐饮经营活动的单
位和个体，必须纳入餐饮监管范围，
必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取得相关
经营证书和卫生许可。如果发现不
良商家无证经营将严肃查处。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 10部门
联合打击危害食品安全刑事犯罪，

“餐桌安全”是治理的重点区域；与
此同时，全省广泛开展文明餐桌活
动，对执行不力、存在问题的机关、
学校食堂和餐饮企业进行新闻媒体
曝光并依法查处，在全省形成节俭
用餐、安全供餐、卫生用餐、健康用
餐、文明用餐的良好风尚。

相关专家表示，外卖餐饮业新
的经营方式出现，法律和制度设计
要加快更新换代，及时剔除钻制度
漏洞的不良商户；同时要结合行业
发展趋势构建餐饮业的诚信体系，
做到用良心立业创业。

张砚钧张砚钧 绘绘

日前，笔者从全省农村食品
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行
动部署视频会议上获悉，从 9月开
始，省政府食品安全办、省食品药
品监管局、省工商局在全省范围内
集中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农村食品
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行
动，坚决遏制农村食品市场多发的
违法违规问题，维护农村消费者身
体健康和合法权益。

三部门根据通知安排，重点
加大风险隐患排查频次，集中力量
开展“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行
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农村食品市场突出问题。一、严厉
打击无证无照行为，规范食品生产
经营者的主体资格。二、严厉打击
销售、使用无合法来源食品和原料

的违法行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者
的采购活动。三、严厉打击生产经
营侵权仿冒和“五无”食品违法行
为，规范食品包装标签标识管理。
四、严厉打击生产经营“两超一非”
等劣质食品行为，规范食品生产经
营过程。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
省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共检查食品
生产经营者 39.27万户次，检查食
品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 4218 个

（次），吊销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139 户，取缔无照无证食品经营
1289 户，捣毁制售假冒伪劣食品
窝点 72 个，查处制售假冒伪劣食
品案件 1942 件，移送司法机关案
件 346 件，查扣问题食品 6.5 万公
斤。 （卫跃川 常存涛）

9 月 20 日，以“创新创业创未
来，融资融智融天下”为主题，以搭
建农业领域的开放式创新投融资
平台为宗旨，由科技部会同教育
部、农业部等 9个部门共同举办的
第二届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
赛圆满结束，我省中鹤现代农业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在 1725家参赛企
业中荣获成长组第一名,直接获得
基金公司的资金注入和民间创投
公司的追加投资，并进入科技部和
盖茨基金会联合项目库。

中鹤集团是以信息化为平
台、以新型工业化为龙头、新型
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新型城镇化
为提升的“三化协调、四化同步”

发展的集团公司。
近几年，中鹤集团农产品加

工领域不断拓展，规模迅速壮
大。由淇雪淀粉一家加工企业相
继建起中鹤纯净粉业、中鹤营养
面业、淇淇食品公司、中鹤谷朊粉
公司、军威食用油公司等 6家加工
企业，形成了年加工玉米 45万吨、
小麦 30万吨、挂面 10万吨、大豆 3
万吨的生产能力；同时，成立了中
鹤粮油贸易公司，形成了 70 万吨
仓储能力。目前，已发展成为注
册资金 10.41 亿元、资金 33 亿元、
年产值 24亿元、拥有员工 3500人
的集团公司。

（陈天恩）

● 2014 年 9 月 26 日 ，河
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
定印发《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防
范应对规程（试行）》,为有效
防范和妥善应对食品药品安
全事件，最大程度减少对公众
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的危害
提供了制度保障。该《规程》
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关于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防范
应对有关规定,紧密结合河南
实际,在创新工作制度、明确
属地责任、加强信息报送等方
面对食品药品突发事件应对
和处置方面进行了规范。创
新工作制度，即按照“谁监管、
谁负责、谁处置、谁指挥”的原
则,建立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应
急处置前线指挥长制度,发生
食品药品突发事件后，相关业
务监管处室主要负责人即为
前线指挥长，履行职责，确保
处 置 工 作 统 一 、有 序 、高 效 。
明确属地责任。

● 9 月 28 日，由河南省川
渝商会主办的中国绿呷燕麦
酒品鉴会活动在郑州怡美特
大酒店召开，此次活动以原浆
原酿、稀有珍品为主题，展示
了大凉山原生态、高寒燕麦产
区的彝家醇酿燕麦酒。据相
关负责人介绍：燕麦酒产于平

均海拔 2000 米以上的高寒山
区，保证了原生态无污染、营
养均衡的极品燕麦原料，含有
谷类食粮中缺少的皂甙，“植
物黄金”具有很高的保健养生
价值，使得酒质细腻、柔顺、回
味悠长。

● 近 日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发《2014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
作安排》，根据工作安排，今年
围绕重点产品、重点行业，着
力 开 展 九 个 方 面 的 治 理 整
顿。在加强制度机制建设方
面，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修订和
贯彻落实工作，推进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肉菜流通追溯、
酒类流通追溯、乳制品安全追
溯体系建设，完善食品质量标
识制度，加快食品安全标准清
理整合工作。探索建立企业
责 任 首 负 制 、惩 罚 性 赔 偿 机
制、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等。在
婴幼儿配方乳粉、白酒生产企
业试点开展“食品质量安全授
权”制度。建立统一的食品生
产经营者征信系统，探索通过
实施食品生产经营者“红黑名
单”制度促进企业诚信自律经
营，落实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有
奖举报制度，推动食品安全社
会共治。

骆驼是踏实、顽强的象征，在
浩瀚的沙漠中，仅以少量的水就可
以存活下来，它的全身都是精华。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骆驼奶是最
具营养和利用价值的乳品，由于当
前在国内食用骆驼奶的人数不多，
所以对骆驼奶的认识也就不深。
在此我向大家介绍一下，骆驼奶的
几大功效及营养价值。

骆驼奶，首先，是以其生命力
来演绎骆驼奶的营养价值，纯天
然、绿色是第一。其次，有关科学
家认为，骆驼奶比牛奶更有益健
康，其维生素 Cd 含量是牛奶的三
倍，100 毫升骆驼奶与等量牛奶的
维生素 C 含量分别为 3.8 毫克与 1.0
毫克,是牛奶的 3.8 倍；1 升骆驼奶含
52 单位的胰岛素，而等量牛奶的胰

岛素含量仅为 0.016 单位，是牛奶
的 3000 多倍。此外，骆驼奶的蛋白
质含量与钙含量均高于牛奶，脂肪
含量则低于牛奶。

除了具有高营养价值以外，还
可以治疗糖尿病，同时还可以补
铁，属于天然的多功能乳品。据
悉，有最新的研究表明，每天摄入
约 0.5 升的骆驼奶，可以有效提高
血液中葡萄糖水平，减少人体对于
胰岛素的需求量。

最为特别的是，骆驼奶富含牛
奶中缺少的乳铁传递蛋白和溶解
酵素，这两种有杀菌作用的物质可
强化人体的免疫系统。而且骆驼
奶还有益减缓糖尿病、高血压及心
脏病，含铁量极高。由于当今世界
上有很多乳制品，为了能够满足人

们的消费需求，不断地研发什么加
铁，加钙，加维生素 A、B、C 等营养
素，而骆驼奶不需添加任何营养素
就是最具营养价值的乳品，故而不
愧为纯天然的多功能乳品。

（郭皓月）

国内外大量研究证实，硒几乎
存在于所有的免疫细胞之中，具有
超强的免疫调节功能，可大幅提高
人体免疫力，为人类打造一个密不
透风的防御网。根据美国著名病
毒学家威廉·泰勒的病毒硒蛋白理
论，一些由病毒（比如感冒病毒、肝
炎病毒、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疾病
患者体内，普遍存在硒缺乏的情
况。也就是说，硒元素的缺失，是
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感染病毒的
元凶之一。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硒
不仅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
毒能力，而且做到防患于未然，达
到中医所说的“正气内存，邪不可
干”的最佳状态，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人体患病以后，及时补充硒元
素，还可以起到抑制病毒复制，直
接杀死病毒的作用。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病毒性疾

病出现前还是患病后，硒都是抗击
病毒的中流砥柱，因此，把硒称为人
类的“守护神”以及“病毒的克星”确
实是实至名归。正因为此，在流感
蔓延时期，美、英、法等欧美国家就
曾鼓励人们通过膳食或功能性食品
补充有机硒，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那么我们该如何选购补硒产

品呢？通常，硒被分为
有机硒和无机硒。无
机硒不但不利于人体
吸收，而且还会出现硒
中毒的现象，而有机硒
被认为是最安全有效
的硒源，由于食物中的
硒 以 硒 蛋 氨 酸（有 机
硒）形式为主，因此，通
过食物补硒是最科学
有效的方法，既可维持
硒功能蛋白水平，又可

增加体内的硒储备。
在这方面，硒粮香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的“纯天然有机硒技术”、“功
能元素内源生物转化技术”等富硒
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所产粮食达到
每千克含有机硒量≥150微克，完全
达到国家标准，个别指标甚至远超
欧美等发达国家。 （王伟丽）

食事
前沿

河南农村食品市场
“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在行动

中鹤集团
获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成长组第一名

纯天然多功能乳品

“硒”，人类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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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驻马店确山县司法局
严格贯彻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
法》，不断探索实践，形成了规范
与创新并举的工作模式，实现了
监管的“四化”。截至目前，全县
共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434
人，解除矫正 232 人，目前在册
202 人，无一例社区矫正对象脱
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一是
执法程序规范化。在日常管理工
作中，从社区矫正对象入矫到解
矫的各个环节，逐一明确和细化，
做到程序规范、手续完备。同时，
协调政法各相关部门，召开专题
社区矫正工作协调会议，共同制
定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和规范
工作职责与衔接程序。二是文书
档案统一化。县司法局及各基层

司法所在接收社区矫正对象时，
严格审查各类手续，并建立统一
规范的矫正执法与工作档案。目
前，全县社区矫正对象建档率达
100%。三是矫正方案个性化。
根据社区服刑人员被判处的刑罚
种类、犯罪类型、危害程度、悔罪
表现和身体状况等，确定其监管
类别，并因人而异制订矫正方案，
增强监管措施的实效性、针对
性。四是监管手段技术化。该局
为全县目前在册的 202名社区矫
正对象全部配备了具有GPS定位
功能的手机，对社区矫正对象进
行时时监管，大力提升了对社区
矫正对象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实
现了人防与技防的结合。

（李占营）

三门峡灵宝市深入开展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为建设

“富裕文明、生态宜居”美丽
灵宝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狠
抓法制宣传教育，深化“法律
六进”。充分利用“6·26”国
际禁毒日、集市古会等，开展
法制宣传一条街、“法律进乡
村、进社区”活动，现场免费
解答法律咨询 2600 余件，增
强公民遵纪守法观念。狠抓
依法治理，建设法治平安灵
宝。建立依法治理示范点，
开展环保、土地等专项治理
活动 12 次，争创省级“民主
法治村”2 个，加快法治化建
设进程。狠抓对外宣传，传
播法治正能量。开设《法在
身边》电视专栏，编印《法治
灵宝·综治专刊》宣传期刊，
开通“灵宝市司法行政在线”
新浪官方微博，弘扬法治精
神，提高群众社会满意度。

（建艳灵）

近日，开封杞县县直中学从工
作实际出发，按照杞县党风廉政文
化建设工作要求，通过“四个结合”
夯实了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工作。

一、与廉政文化进校园教育活动

和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通过召开党
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
深刻查摆自身存在问题。二、与素质
教育相结合，促进教风、学风、考风建
设，培养学生诚信做人、遵纪守法、廉

国庆节将至，洛阳市老城区
纪委坚决纠正“四风”问题，推动
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强化廉
政意识。召开全区各单位党政
一把手、纪委书记（组长）参加的
纪检廉政工作会议，转发上级关
于反对“四风”，廉洁过“两节”等
文件，要求各单位会后立即组织
学习，将会议精神学习贯彻落实
到每个人；通过信息平台，向全
区科级以上干部发送短信提醒；
通过公开栏、显示屏等进行作风
纪律和厉行节约教育，强化廉政
意识。二是加强明察暗访，强化
监督检查。按照洛阳市纪委监
察局《关于开展中秋、国庆期间
监督检查的通知》精神和市廉政

办会议要求，会同国地税、工商、
公安、财务、审计等部门对辖区
大型超市、名烟名酒店、土特产
店进行暗访检查。对辖区 8 个
酒店、饭店、高消费娱乐场所公
款消费进行暗访，检查车辆 82
辆。会同市财政局、市审计局
对区属预算单位小金库、三公
经费、公务卡进行重点检查，及
时发现并整改问题 5 个。三是
加强案件线索挖掘，强化案件
查处。发挥明察暗访、举报电
话、举报邮箱等监督方式的作
用，深挖案件线索，对违纪人员
要从快、从严、从重处理，对问
题 严 重 的 ，同 时 追 究 领 导 责
任。目前，初核案件 2 起。

（张亚玲）

“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勤者不
贫，廉者不腐”、“有为者有位，无私
者无畏”……来到洛阳市涧西区珠
江路办事处，二楼走廊廉政文化宣
传牌上的格言警句让人印象深刻，
一幅幅廉政警示牌似一支支“清醒
剂”，随时提醒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勤
政廉政的自觉性，努力营造反腐倡
廉的社会氛围，形成了一道独特的
廉政文化风景线。

“每次经过长廊，看到墙壁上的
警示图片及警句，我都会时刻提醒
自己，要廉洁从政，牢牢把握好人生
正确的方向。”该办事处党政综合办
公室负责人这样说。据了解，该办
事处立足实际，抓住关键，多形式、

全方位地开展了党风廉政宣传教育
工作。办事处纪委积极组织干部职
工参观警示教育基地、举办演讲、诗
歌朗诵比赛、廉洁从政主题讲座等
一系列廉政文化活动。今年，该办
事处党工委开动脑筋，发散思维，充
分挖掘廉政元素，在二楼办公区域
建立了“廉政文化走廊”，用图文并
茂的廉政格言警句和宣传展板，营
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以“廉政”
为主题，传播廉洁理念，弘扬新风正
气，使全体党员及干部职工进一步
知廉、尚廉、助廉，受到廉政文化的
熏陶和警示教育，形成了“以廉为
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
的良好风尚。 （曹新杰）

洛阳市老城区三个“加强”纠“四风”廉洁过“国庆”

强
化
普
法
依
法
治
理

建
设
法
治
美
丽
灵
宝

洛阳涧西区珠江路办事处精心打造“廉政文化走廊”

开封杞县县直中学夯实廉政文化建设工作

洁奉公的道德意识。三、与师德
教育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开展自
评、学生评、家长与社会评、教师
互评“四评”活动了解师德师风
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

节。四、与教代会、校务公开工
作 相 结 合 ，学 校 基 建 项 目 立
项、大宗校产购买、重大校产处
理等重大决策通过校代会让教
师参与决策。 （叶中琳）

社区矫正工作实现监管“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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