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连天”八宝粥作为河北的一

家知名餐饮品牌，近日入驻郑州人气

最旺的商圈——国贸360广场，并于

4月6日正式开业，这也是它在郑州

开的第一家店。

对于郑州人来说，谷连天八宝粥

是一个略显陌生的餐饮品牌。但其

实在河北石家庄等多个地市，它已经

开了40家店。所到之处，深受顾客喜

爱。谈及将谷连天八宝粥将郑州第

一家店开在国贸360的原因，创始人

乔文学说：“3年前，我们就计划入驻

郑州，并看上了国贸360这块宝地，原

因很简单，就是势能。一是郑州在全

国的知名度与地位逐步提升，二是国

贸360的消费人群与消费质量与谷

连天八宝粥的定位不谋而合。”

为了能给郑州人更好的“第一印

象”，这家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容客

量近200人的谷连天八宝粥国贸店

实现了全面升级。“与以前的店相比，

这家店是装修历时最长、投入最大一

家店，为的是在店面风格上实现一次

跨越。整个店面设计的主题更加鲜

明，外形像粮仓的吊灯，八宝粥原材

料展示，有着麦穗元素的凳子，等

等。”乔文学解释说。

2014年起家于河北的谷连天八

宝粥，究竟是如何用一碗八宝粥吸引

消费者的？

为了熬出一碗健康美味的招牌

八宝粥，他们精选八种优质食材——

新疆若羌大枣、黑龙江五常市大米、

五常市糯米、新疆吐鲁番葡萄干、山

东威海花生、东北高粱米、苏北大麦

仁等。而且还要对各种食材有针对

性地处理，比如新疆若羌大枣，就采

用湿枣去核技术，既能去除枣核还能

保留大枣的甜嫩。

除了食材优选，谷连天八宝粥对

各种食材的先后下锅顺序也很有讲

究，而且要不断搅拌，文火慢熬3个半

小时才能出锅。据了解，熬制八宝粥

的特制蒸汽煮锅，一个就价值2万

元。此外，在谷连天八宝粥2017年

的发展规划中，打造郑州市场是重中

之重。谷连天八宝粥今年在郑州的

开店计划是5家以上，城东路店、黄河

路店目前正在筹备中。

（本报记者李海旭文/图）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获悉，该局会同省通信管理局共同制

定的《河南省网络食品销售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出台并实

施。这是我省全面加强网络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依法规范网络食品销售行为，查处网

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措

施。

据悉，办法对网络食品销售的监管工

作事权划分、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和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义务做了明确规定。办法规

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应当对网络食品

安全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要求通过第三方

平台进行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在其经营

活动主页面显著位置公示其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证，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

营者应当在其网站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

执照、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并保证应当真

实准确，画面清晰，容易辨识和及时更新；

办法规定了第三方平台对入网食品生产销

售者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如实记录并及时

更新的义务，要求其如实登记记录入网食

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经营者营业执照、个

人的身份证号码、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并

及时更新。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建立平台

经营的食品经营者档案，记录入网食品生

产销售者的基本情况、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等信息。

针对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办法要求，县

级以上食药监部门将网络食品销售纳入年

度抽检计划实施监督抽检，通过网络购买样

品进行检验应当按照规定填写抽样单，记录

抽检样品、购买样品人员信息，并留存相关

票据，查验网络购买样品包装，封样时采取

拍照或者录像等手段记录拆封过程；针对未

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对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可

能引发食品安全风险蔓延，未及时妥善处理

投诉举报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未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排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等情形，

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责

任约谈；针对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行为处理，

办法明确，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违法违规造成

严重后果，县级以上食药监部门依法认定并

做出责令停业等相应处罚后按规定上报,由

省食药监部门向该违法违规平台许可或备

案地省通信管理部门发函，通知相关互联网

接入服务商停止其接入服务。对网络食品

安全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应当自行政处罚

决定书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行

政处罚决定书。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杨国猛卫跃川）

近日，潢川县光州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刘祥国，因30多年来始终坚定“诚信为

本、仁义经商、先做人、后做生意”的经营理

念，秉承绿色、安全、优质、健康的宗旨，以

“为天下人做喝得起的好茶，为爱茶人士做

称道的好茶”为己任，在创制制茶机械，提高

光州茶品质，促进当地茶农增收致富等方面

成就斐然，对光州茶业的复兴和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被中国茶叶协会授予“奉献奖”。

潢川县光州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20

多年来，始终以“品质第一，精益求精”为目

标，坚持“薄利多销，持久经营”的平民路线，

生产一批价格低、品质好，适合大众消费的产

品，让更多的人喝得起、买得起的平民茶。虽

说该公司的茶叶走的是“平民化”路线，但质

量却是“国际化”，光州系列茶叶经历过风雨，

却从未倒下，就算国际上屡屡出台新的农药

残留限量标准，欧美苛刻的“绿色壁垒”也从

来没有把它拦在门外。凡是该公司加工的茶

叶，就算是60元一盒的茶，也要经过11道工

序，每道生产工序都有人严格把关，保证做到

每一批加工出来的茶叶在条形、口感、汤色、

香味等方面始终保持不变。行内专家称赞刘

祥国：“茶于老刘，片片都是辛苦的良心。”

“宁可拉棍要饭，绝不坑蒙拐骗。”这是

刘祥国的口头禅。他认为，虽然时代在变，

但顾客至上、诚信经营的传统不能变，有信

誉，老少无欺，才能有回头客，才能有效益。

2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诚信为本、仁义经

商”的理念，为茶商提供足斤足两的茶叶，还

在每箱多放半斤茶叶以弥补茶叶在运输过

程中易碎的损失，仅此一项公司每年损失达

10多万元。正是公司20多年的诚信经营，

让光州茶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张。去年，茶叶

市场不景气，别家都出现了茶价降低、利润

减损的情况，该公司的茶销售额反而增加。

通过多年的艰辛打拼和不懈努力，刘祥

国第一个将散装信阳毛尖打入京、津、沪等

20多家茶商老字号；第一个在北京马连道

设立信阳毛尖专营直销处；第一个把信阳茶

叶打入欧美市场，进驻巴黎、纽约市场的“中

国茶”专卖店；第一个加工茉莉信阳毛尖茶

在北京独家经营，真正将潢川茶叶畅销全

国、走出了国门、飘香海内外。“光州”牌系列

信阳毛尖连续12年被北京市评为质量合

格、质价相符产品，也先后荣获“河南省名牌

产品”“中原畅销品牌”“河南省著名商标”等

称号。刘祥国先后获得“中国茶叶协会奉献

奖”“河南百名优秀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

“省级农民致富能手”“河南省十大诚信茶

商”“新中国60周年茶事功勋人物”“诚信国

际 榜样中国 倡导诚信兴商先进人物”等殊

荣，荣登“中国好人榜”和中国文明网“好人

365”专栏第565期封面人物。

郑东新区食药监局在投洽会、拜祖大典活动期间，尽职尽责确保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扶丽萍摄

3月25日，郏县茨芭镇首届大宋上瑞

里桃花（旅游）节在郏县三苏园景区广场拉

开帷幕。郏县食药监局把握时机，精心部

署，借力桃花（旅游）节开展食品安全进农

村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郏县食药监局工

作人员在局长翟民义的带领下来到茨芭镇

三苏园景区。执法人员在景区周边设置了

咨询台，现场受理群众咨询，并到参与接待

的酒店、农家乐进行了食品安全相关法律

法规的宣传。为了让群众得到更加直观的

感受，执法人员向群众展示了之前罚没的

“三无”、过期、假冒伪劣等产品，耐心讲解此

类产品带来的危害，并告知群众辨别的方

法，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这可真是‘赏

茨芭十里桃花，品四海八荒美食。提食品

安全意识，保百姓舌尖安全。’你们这工作

做得可真到位！”一位参与群众对工作人员

竖起了大拇指。 （王磊文/图）

4月1日，在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开封片区挂牌仪式上，河南省

食药监局副局长余兴台、开封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张松文就省食药监局、开

封市政府共同支持服务河南自贸区

开封片区建设发展，正式签署了《支持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封片区

建设发展合作备忘录》。

据悉，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推进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综合配套改革总体要求，省食药监

局积极加大放管服工作力度，与开封

市政府就服务河南自贸区开封片区建

设发展做了积极深入研究。备忘录提

出，开封市政府将强化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保障能力建设，支持河南自贸区

开封片区食品药品监管及食品医药产

业发展，立足“医疗旅游”功能定位，出

台支持自贸区内医药产业发展系列政

策措施，加大医药产业招商引资力度，

推动中医药、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

械产业等重点项目落户河南自贸区开

封片区；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将部分行政审批权限划转自贸区行政

审批局，在食品药品监管政策、技术及

服务食品医药产业发展等方面为自贸

试验区开封片区提供支持，探索自贸

试验区食品药品监管新模式，共同推

动河南自贸区开封片区又好又快发

展。 （杨国猛盛亚军）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打赢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清

丰县食药监局把大气污染防治作为重点工

作来抓，举全局之力开展集中攻坚行动，强

力推进全县餐饮业油烟净化治理工作。

充分发挥餐饮业从业人员协会的主观

能动性。协会成员自觉主动安装油烟净化

设施，并定期组织交流会，提高对传统排放

油烟危害的认识，强调大气污染防治的重

要性，快速推进了设施安装进程。

建立餐饮户微信群，典型示范，以点带

面。在召开餐饮服务单位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动员会并发放通知书的基础上，建立餐

饮户微信群，群成员主动安装设施，并在群

里发照片，以少数带动多数，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加快了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速度。

充分发挥乡村协管员作用。大气污染

防治是该县的重点工作，乡村协管员与乡

镇执法人员一起采取“白加黑、五加二”的

工作模式挨家逐户督导餐饮户，有力推动

了油烟净化设施安装工作的进展。

（刘志英）

为推广基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标准

化建设经验，提升基层食品药品监管能力，

3月26日，平顶山市基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所标准化建设现场会在郏县召开。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首先现场参观了

茨芭基层监管所规范化建设成果，工作人

员详细讲解了茨芭基层监管所建设情况，

逐一为大家讲解基层所标识、网格监管图、

监管流程图、制度与岗位职责，以及快速检

测室、装备档案室等功能室建设情况，展示

了近期茨芭所执法办案卷宗和检查记录。

随后，与会人员深入薛店食药监所，仔细察

看了办公环境和条件，认真地了解办公场

所、队伍建设、经费保障和食品药品监管工

作运行等情况。

会上，宝丰食药监局局长黄金坡和郏

县食药监局局长翟民义作了交流发言。在

全面了解情况后，平顶山市药监局局长杨

天成表示，郏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局、市局

“加快推进基层食药监管规范化建设”的工

作要求，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机构健全、人

员到位、制度规范、设施设备基本齐全，工

作措施针对性强、责任落实到位，效果明

显，在食品药品监管乡镇派出机构规范化

建设工作中走在了平顶山市前列。同时他

要求，平顶山市各县、市（区）局要充分认识

加强基层所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迫切

性，准确把握基层所标准化建设内涵和要

求，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以基层监管所规

范化建设为契机，以解决食品药品行政执

法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保证法律法规

严格执行为着力点，理顺执法关系，改善执

法条件，健全执法制度，明晰执法程序，规

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实现执

法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

（上官松）

3月29日，濮阳市食药监局召开动员

大会，全面启动药品生产质量安全提升年

活动，严厉打击药品生产领域各种违法违

规行为，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此次活动自今年3月份开始，持续到年

底，采取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监管部门落实

监管责任，深入排查药品生产领域安全风

险隐患的举措，通过开展提升年活动，实现

进一步从源头降低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确

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和重大药品

安全事故，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提升思

想认识水平、质量管理水平、监管能力水平

和服务发展水平的目标。

濮阳市食药监局要求药品生产企业、

医疗机构制剂室、药包材生产企业、化妆品

生产企业和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特殊管理

药品经营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从

思想认识、物料源头、生产控制、质量管理、

追溯体系、数据可靠性、特殊管理药品、销

售管理等方面深入自查，制定清单，立行立

改，排查风险，消除隐患，实现企业良性健

康发展；要求监管部门强化责任意识、担当

意识，落实监管责任，坚持源头严防、过程

严管、风险严控，有针对性、靶向性地开展

化学原料药、中药生产、医疗机构制剂、特

殊药品管理、化妆品生产企业、药包材生产

企业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重点环节、严管重

点企业和严盯重点品种，确保产品生产质

量安全。

（刘新霞）

3月31日，按照县脱贫攻坚指挥

部制定的干部走访日的要求，潢川县

食药监督局组织帮扶责任人开展入

户走访活动，潢川巴黎森林食品有限

公司大力支持、积极参与，倾心帮扶

贫困户家庭，温暖民心。

帮扶组到达后，帮扶责任人进村

入户对帮扶贫困户逐户走访，面对面

填写贫困户调查问卷，每到一户都向

贫困户说明来意，详细了解贫困户家

庭收入、生产生活、经济来源情况及

村民住房情况，听取村民对改变贫困

面貌的想法和建议，并积极宣传小龙

虾养殖和产业+金融扶贫政策。巴黎

森林食品有限公司跟随帮扶人员深

入贫困户家中，送去油、面、面包等慰

问物资。

“一定要坚定信心，积极乐观地

面对困难，要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积

极努力，通过自力更生脱贫致富，争

取早日走出困境过上幸福美好的新

生活。”巴黎森林食品有限公司丁涛

总经理对贫困户家庭说道。

据悉，2014年12月巴黎森林食

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2016年公司年

销售额达到了580万元，公司实现利

税260万元，2017年销售额计划将突

破1000万元。该公司成立至今，向

社会扶贫捐款4.5万元，既为繁荣全

县烘焙行业做出努力，也为公益事业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俊谭广森)

为巩固和拓展食品药品安全科普

宣传阵地，进一步扩大食品药品安全

知识宣传覆盖面，使食品药品安全科

普宣传更贴近群众，真正把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的工作做好，许昌市建

安区借助村（社区）等现有资源，大力

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宣传站建设。

自1月份该项目启动以来，许昌

市建安区创食安城办公室充分发挥

协调作用，各创建单位、乡镇办全力

配合，利用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提

前完成任务，并已投入使用。共在全

区建成食药科普宣传站464个，其中，

乡镇（办）政府所在地15个，行政村

（社区）371个，学校32个、医院21个

和较大食品生产经营企业25个。每

个科普宣传站有统一标识牌、宣传

栏、宣传架，宣传册等配套设施，并配

备专人负责管理。

该区建成的食品药品安全科普

宣传站具备宣传、教育、咨询和服务

等基本功能，主要任务是向社会宣传

食品药品安全知识，按照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的统一部署，围绕相关主题，

开展饮食用药安全科普宣传工作，普

及食品药品安全知识。（王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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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农村版

平顶山市

召开食药监系统基层所规范化建设现场会

许昌市建安区

建成464个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宣传站全面加强网络监管 依法规范销售行为
——河南出台网络食品销售监督管理办法

被中国茶叶协会授予“奉献奖”
潢川诚信茶人刘祥国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晏乾坤

清丰县食药监局

油烟净化设施
安装工作初战告捷

郏县食药监局

抓准时机开展
食品安全知识宣传

濮阳市

全面启动药品生产质量安全提升年活动

服务河南自贸区开封片区建设发展

省食药监局与开封市签署合作备忘录

潢川县巴黎森林食品有限公司

倾心帮扶温暖民心

以优质食材吸引消费者
“谷连天”八宝粥郑州第一家店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