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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打响集中整治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攻坚战

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汝州

万亩荒山披“红妆”

□本报通讯员 吴改红

一望无际的花田里，一段20米长的木桥上挤满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音乐响起，桥上的人欢乐地舞动双臂、有节
奏地摇摆。7月30日下午，在汝州市蟒川镇硕平花海，记者
见到了这座视频网站上点击量超过2亿人次的“网红桥”。

流转荒山2.8万亩，植树造林1.8万亩，种植各类树木超
过110万株，涵盖4个村1000余户贫困人口……四年的披
荆斩棘，汝州现代农林生态花海田园综合体项目，如今已初
露峥嵘，成为河南省田园综合体试点，并同“近邻”汝瓷小镇
作为整体一起入选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汝州素有“百里煤海”之称。2014年，面对资源的枯
竭和环境压力，汝州有个大胆举措：由“黑”转“绿”，向农
林综合开发产业转型，并把目光瞄向了蟒川镇的西部山
坡——虎狼爬岭地。

怎样让这片荒山恢复生机、变废为宝？承担开发这片
荒山的河南蒋姑山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军正走访
了多地林业专家，按高标准要求，规划设计出以各类花树、
花卉、中草药等种植为基础，涵盖农业、林业、产品深加工、
观光旅游业的一二三产“三产融合”、农林工业旅游“三位
一体”的汝州现代农林生态花海田园综合体项目。

曾经的万亩荒山如今成为姹紫嫣红花的世界、绿色的
海洋。目前，“花田”里种植了各类景观树木、花卉 130万
余株，分为 11大类 59个品种，花期涵盖春夏秋冬四季。
同时还大力种植具有经济效益、适合木本油料深加工的元
宝枫，发展林下经济，实现中药材与景观协同发展。

“只要到了花期我就过来帮忙摘花，一天70元……”7
月 30日，正在地里播种百日菊的杨沟村贫困户孙文保说，
这千亩花田里有两亩土地是他家的，流转出去后，他就来这
务工，月收入比种地划算得多。通过流转土地、带动务工、
参与服务业发展等方式，目前，硕平花海带动 4个贫困村
345户和8个非贫困村的1325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8

地方传真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一句“放心”，是群众在食

品安全上最平凡之愿。然而，

“三小”(小作坊、小经营店、小

摊点)食品行业一度是食品安

全监管的重点、难点，也是市场

监管的薄弱环节。自今年正式

实施《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

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以来，

平顶山市食药监局以“创卫”为

契机，坚持整治与规范并举，监

管与服务并重，打响了一场“三

小”整治攻坚战。

如今平顶山大街小巷的

小食品生产经营店遍地开花

齐升级，越来越多的店面敢于

将后厨“晒”出来。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王冰珂

“‘三小’并不小，覆盖人
群多，从业门槛低，产生
问题多。‘三小’又是切切
实实的民生，一头关乎消
费者的食品安全，一头连
着万千小食品生产经营
者的生计。

杨天成
平顶山市食药监局局长

7月 30日，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在
石龙区“三小”巡查过程中，看到一家食
品安全示范店由于卫生不符合标准，当
即将该店门口挂的“红牌”摘掉。

“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宁紧勿松’是
一个基本准则。”为确保食品安全常态
化，全市食药监管部门对登记在册的“三
小”商家进行动态监管、错时检查、明察
暗访，结合检查结果和食品安全举报投
诉等情况，对“三小”经营单位按照风险
等级高低，开展动态风险评估，建立健全
信用管理，形成经营者自治的良性循环。

此外，平顶山还推出“红黑牌”监管
制度，鞭策后进、鼓励先进，对于卫生做
得好的商家颁发“食品安全示范店”红
牌，反之则给予“卫生不达标，食品不安
全”黑牌，并挂在店铺明显位置，待其整
改达标后再摘除。“店里食品安全咋样，
顾客一看墙上的食品安全风险等级和
红黑牌就一目了然。”平顶山市食药监
局食品安全监管科科长褚志伟说。

重拳出击，“三小”整治见实效。据
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分类举办各种食品
安全培训 726期，培训监管和从业人员
26300人次；整改小餐饮店 1.5万家，小
作坊 732家；关停不具备生产条件的小
作坊93户、小餐饮160家，取缔食品摊贩
20余户。“守护百姓‘舌尖安全’，永远在
路上，没有完成时。下一步，我们将聚焦
重点，集中发力，开展高强度、严标准的
食品安全提升行动，为打造‘食安鹰城’
不懈努力。”杨天成说。8

郏县：精准发力夯实扶贫路
□本报通讯员 王自行

“在这里打工，不仅环境好、离家近，而
且活不重、工资也不低，还能兼顾种地和
照顾家里，现在的日子是越过越舒坦了。”7
月 23日，在中蔼万家制衣有限公司郏县薛
店镇东关庄村针织扶贫车间，正在干活的
贫困户王利芳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郏县聚焦提高脱贫质量，扎
实开展脱贫攻坚百日攻坚提升行动，在产
业扶贫、金融扶贫、就业扶贫、社会扶贫等
重点工作领域下真功、出重拳、求实效，不
断夯实扶贫路，打好脱贫攻坚战。

强力推进产业扶贫。郏县成立了工
业、农业、服务业、就业、增收保障 5个工作
组，大力发展红牛、烟叶、种养、光伏等 10
大产业，通过建立扶贫基地（车间、点），让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
业，对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
（赡）养人的贫困户通过分红等方式实现
增收，并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建
强村级组织、实现稳定脱贫的基础。目
前，全县行政村产业覆盖率达 100%，村集

体经济覆盖占比 97.6%，所有贫困村实现
全覆盖。

不断激发金融活力。该县建成县乡村
三级金融扶贫服务网络，并对全县农户信
用进行采集评定，采用由县财政出资风险
补偿金、县农信社放大资金额度的模式，对
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带贫企业进行信贷支
持。同时，设立县扶贫企业发展基金，对扶
贫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向贫困户分红。目

前，全县已累计投放扶贫贷款 22193.2 万
元，带贫7678户。

大力推进就业扶贫。郏县通过开展专
场招聘会、组织外出务工、鼓励自主创业、
开发公益性岗位等形式帮助贫困群众实现
就业，并对有培训意愿且符合条件的贫困
劳动力进行培训。据了解，目前全县开发
公益岗位1589个，技术培训1427人。

凝聚社会扶贫合力。该县通过开展

“百企帮百村”“万商扶万家”以及“提供一
个就业岗位、捐购一个公益岗位、实现一个
微心愿”等活动，集聚社会力量助力脱贫攻
坚，并开发“爱心助贫掌上集市”微电商平
台，搭建起“微电商+贫困户+农副产品”的
精准扶贫新模式。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郏县通过建立乡
镇爱心超市，发挥爱心积分卡的激励作用，
激发群众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持续推
进“大喇叭”工程，打通扶贫政策宣传“最后
一米”；通过县“脱贫先进事迹报告团”巡回
演讲，用身边事感染身边人；开展“新乡贤”
评选活动，树立文明风尚。

为将重点工作落到实处，该县还大力
开展扶贫领域作风专项整治，组成 15个督
导检查组，围绕脱贫攻坚重点工作落实情
况，开展督导检查。据了解，今年以来，全
县共开展督导检查5次，发现问题90起，目
前已全部整改落实到位。“下一步，我县将
进一步探索建立脱贫攻坚长效机制，巩固
扩大脱贫成果，全面完成年度脱贫目标任
务，确保全市先进位次，争取进入全省第一
方阵。”郏县县委书记韩宏亮说。8

新华区

“鞋垫奶奶”拥军16载
本报讯（通讯员王建勋 董鹏）7月 30日上午，平顶山

市新华区西高皇村85岁的辛秀兰老人在街道工作人员陪
同下来到平顶山市武警支队，为官兵送去拥军鞋垫 200
双。自 2003年开始给驻地官兵送鞋垫起，她至今已累计
送出了3万多双，被亲切地称为“鞋垫奶奶”。

“我这辈子跟当兵的有缘，丈夫 1949年入伍，弟弟也
是当兵的，二儿子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儿子在部队时
说训练走路多，我给他做鞋垫时就多做点，让他分给战
友。他战友说我做的鞋垫不仅结实平整，而且美观舒适。”
虽然年事已高，但辛秀兰依然精神饱满。

说起做鞋垫的初衷，辛秀兰告诉记者，2003年夏天，
她在电视上看到人民解放军为了抗洪，双手磨破、双脚泡
烂，看着非常让人心疼，当即就产生了为部队官兵纳鞋垫
的想法。半年后，当她把缝制好的第一批饱含深情的300
双鞋垫送给驻地官兵时，战士们感动不已。

走进辛秀兰的房间，床头上、沙发上、柜子上、凳子上
到处堆满了做鞋垫用的布料和未完工的鞋垫。一台老式
缝纫机、几根粉笔、一把剪刀、一盆糨糊，是老人“工作室”
的全部家当。当做起鞋垫时，耄耋之年的辛秀兰丝毫不含
糊。洗布料、打糨子、拼布料、剪鞋样、糊鞋底，穿针引线都
不用戴老花镜。

“光缝纫机都用坏三台了，现在这台零件也是经常换，
每台缝纫机到我手里都出了不少力！”辛秀兰边干活边笑着
说，只见她右手扳动着缝纫机台面上的收滑轮，双脚熟练地
踩着踏板，手里的布均匀地在针尖上游走，匝布到拐弯处也
不停机器，手脚配合十分默契，每个步骤都那么娴熟。

辛秀兰刚开始做鞋垫时儿女们都不支持，街坊邻里也
都劝她，担心她的身体受不了。“老母亲把做鞋垫当成了职
业，有时早上5点多就起床做，半夜一两点睡不着也做，当
儿子的看着很心疼。”辛秀兰的二儿子说，“但想着母亲这
十几年坚持为军人送鞋垫，传递的是正能量，后来全家人
都开始支持她。”

西高皇街道办事处主任唐晓源告诉记者，每年除了给
驻地部队官兵送鞋垫，西高皇村只要有新兵入伍，辛秀兰
就每人送 10双鞋垫；每逢士兵探家回来，她也会送上几
双。最近几年，她送鞋垫的范围逐渐扩大了，辖区环卫工
人、厂矿企业的农民工有不少人都穿过她做的鞋垫。

住在辛秀兰家附近的邢秋玲是新华区环保局退休职
工，平日经常去辛秀兰家帮她缝制鞋垫、打扫卫生。邢秋
玲说：“在辛奶奶的带领下，我和村里的沈兴、刘玉兰几个
人，只要有时间就来帮她缝制鞋垫，做好后帮她联系送给
驻地官兵。我们要把‘鞋垫奶奶’身上的爱党拥军精神一
代一代传承下去，传递给更多人。”8

炎炎烈日挡不住人们近郊游玩的脚步，7月 29日上
午，一行市民沿着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齐务村荷塘岸堤
赏花采莲，一脸惬意。近年来，湛河区以节会经济为抓手，
结合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大做“乡村文化游”文章，发展观
光农业、现代农业、生态农业，打造了“十里荷塘、百园果
香、千亩花海、万棚蔬菜”立体产业，构筑全域旅游新局
面。8 张旭长/文 王毛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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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行政村产业覆
盖率达 100%，村集
体 经 济 覆 盖 占 比
97.6% ，所有贫困
村实现全覆盖

100%

7月 31日中午，在位于平顶山新华区
联盟路东段路南的张记烩面店内，前来光
顾的食客络绎不绝。食客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可以透过玻璃看到厨房内整齐码放的
各种食材和厨师标准化的操作。

今年5月，该店老板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工作人员指导下，对店铺进行重新装修、提档
升级，将厨房与店面整体隔开，并配备了全新
的消毒设施和“三防”（防蝇、防鼠、防虫）设
施。“现在就连小餐馆也是明厨亮灶，而且墙上
公示着食品安全风险等级和监督电话，吃饭可
比以前放心多了。”正在就餐的王先生说。

长期以来，脏乱差是人们对“三小”最
深刻的印象，让顾客常常食之不安。

“‘三小’并不小，覆盖人群多，从业门槛
低，产生问题多。‘三小’又是切切实实的民
生，一头关乎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一头连着
万千小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生计。”在平顶山
市食药监局局长杨天成看来，“三小”食品行
业治理已是迫在眉睫。如何改变“脏乱差”
的现状，让“三小”走上规范化、标准化、法制
化道路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此，平顶山将今年作为“三小”提档升
级年，由市食药监局牵头，成立由局长任组长
的领导小组，并下设餐饮整治组、食品经营整
治组、行政执法组等6个督查小组，分门别类
制定出“三小”生产经营操作规范，按照“城市
乡村一个样、各种业态一个样、规模大小一个
样”的标准，对全市“三小”进行集中整治。同
时，各基层监管局（分局）进一步细化监管网
格，包干到人到岗，实行每天一检查、每周一
暗访、每周一通报机制，倒逼小经营店、小作
坊开展“搬家式”大扫除，并对发现的问题及
时反馈、明确整改时限并跟进落实。

为给“三小”整改提供最大方便，市食
药监局还指导各基层监管局（分局）简化

“三小”办理食品生产经营登记备案程序，
设计登记备案流程，采用“一站式”登记备
案方法，让经营者“少跑腿”。

在郏县南大街的嘉良馒头店，20多平
方米的销售场所里，地面、墙壁干净整洁，
盛放馒头的容器用铝合金加工而成，隔壁
的制作间里，搅面机、压面机、馒头制作机
上看不到一点“面疙瘩”。让人难以想象
的是，在数月之前，这家家庭式馒头小作
坊曾因加工场所卫生条件差等原因，被郏
县食药监局执法人员责令停业整改。

有效整改，摸排是基础。在对全市
“三小”食品全覆盖摸底检查的过程中，执
法人员乡不落村、村不落店，对经营业户
进行实名登记，并逐户建立监管档案，特
别是针对小摊点，也进行了备案管理，制
作并发放了备案卡。据了解，目前全市共
发放了860余家小作坊登记证、4200余家
小经营店登记证、120余家小摊点备案卡。

“对发现问题的‘三小’业户，我们实
行一对一指导整改，按照台账要求，将检
查结果与商户存在问题，逐条逐项列出，
让商户一次性清楚明白整改要点。对无
证经营，制售假劣食品，非法添加、超标准
使用添加剂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查
处，严厉打击。同时，从健全制度、升级改
造、强化培训等方面，引导帮扶一批食品“三
小”提档升级，打造“食品安全示范街（店）”，
树立标杆，以点带面，提升全市食品安全水
平。”平顶山市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说。

走进叶公古街，207家食品经营店铺
有着统一的门头标志、规章制度、食品安
全公示信息和宣传标语，并统一安装了风
幕机，制定了预包装食品进货查验要求、
散装食品贮存要求和标签标识等。为营
造良好的食品经营环境，该县投资 3200
万元，对整条街道进行了提档升级，并将
此作为“食品安全示范街”，成为全县食品
经营店争相学习的标杆。

常态监督
构筑食品安全防线

集中整改
小店铺旧貌换新颜

目前，全市共发放了
860余家小作坊登记
证、4200 余家小经
营店登记证、120 余
家小摊点备案卡

860
截至目前，全市分类
举办各种食品安全
培训 726 期，培训
监 管 和 从 业 人 员
26300 人次；整改
小餐饮店 1.5万家，
小作坊732家

726

小餐饮明厨亮灶

干净整洁的小作坊制作间

平顶山市食药监局高新分局对
小经营店进行执法检查

重拳出击
向“脏乱差”亮剑开刀

白庙乡宁庄村发展村集体经济，建起光伏发电站，带动
贫困户增收。图为贫困户领取光伏发电分红 王自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