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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中秋 舌尖无忧

2021年中秋节将至，切实做好

节日期间食品安全工作，维护安全

有序的食品消费环境，确保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不容忽视，部门监管、

企业主体责任均须落实。为此，记

者分别走访有关生产、流通企业及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走访中，企业表示，要强化主
体责任意识，执行最严谨标准，抓
实中秋食品安全。

黄山市超港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胡国训介绍，公司 2021 年中
秋 生 产 月 饼 24 款 ，涵 盖 徽 式 、广
式、法式、桃山皮及广饼系列，特成
立中秋生产质量食品安全管控小
组；制定管控目标，包括产品出厂
合 格 率 100% 、外 部 抽 检 合 格 率
100%等；实行全过程管控，涉及源

头、生产过程、生产设备、礼盒包
装、卫生安全监测、食品安全管理
等各环节。比如在源头上，专门制
定中秋生产原辅料、包材验收标
准，单独建账，专人负责来料检验、
抽查验证，对不符标准的杜绝投入
生产，重点管控索证索票、货品货
龄、馅料安全、储存运输条件等；在
生产中，制定每种产品生产过程作
业 SOP，确定关键控制点和检验标
准，做好检验记录；在卫生安全监

测上，化验员每天从车间取样，按
要求检测，对已留样产品随着货龄
增加，定期（每隔 4 天）跟踪检测，
并每周从门店取样，针对在售产品
跟踪检测。

黟县徽滋味食品厂今年生产广
式、苏式月饼，馅料有豆沙、黑芝麻、
五仁等。该厂负责人苏顺安说，为
保障食品安全，他们坚持从正规渠
道采购原材料，包括面粉、白糖、芝
麻、核桃、干果等，且仔细查验生产

日期、保质期；在制作环节，保持加
工场所卫生整洁，用紫外线灯、84消
毒液杀菌消毒，穿工作服，戴工作
帽，注意个人卫生，减少不必要交
叉，成品冷却后再包装，存放于干
燥、阴凉处，防虫、防鼠；售卖时注意
保质期，临近则及时下架。

黄山天润发连锁超市负责人王
朋告诉记者，他们进货时按要求索
票索证，加大查验力度，并培训管理
人员，强化质量跟踪。近年来，特色
老月饼以其承载人们儿时的味道和
快乐而走俏市场，超市严格检查卫
生安全检测报告，不符合要求杜
绝进店销售。

扛起主体责任

9月 6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出《关于切实做好 2021年中秋国庆
期间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强调提
高政治站位，落实食品安全责任。

该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
门加强食品生产环节安全整治、食
品流通及餐饮服务环节安全监管、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隐患整治，对
月饼、乳制品、肉制品、白酒等节令
食品，食用植物油、粮食加工品、食

盐、特殊食品等重点品种开展全方
位、无死角风险排查，严禁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流入市场，以
月饼等节令食品、节日热销食品、
食用农产品、保健食品和高风险食
品为重点，持续加强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和风险监测；完善“两节”期间
食品安全应急值守和重大事项报
告制度，及时果断妥处食品安全突
发事件，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

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该局有关部门负责人洪浩说，

今年以来，他们开展月饼等节令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8 月份以来完成
监督抽检 451批次；强化进口冷链
食品常态化监管，自“安徽冷链食
品追溯平台”上线至今，全市累计
登记进口冷链食品经营主体 1236
个、进货批次 1186批、索证数 2204
个，建立进销台账数 4196个，所有

出库进口冷链食品必须赋码、专区
销售；全面开展食品小作坊“一十
百千”整治提升工程，坚持分片打
造、标杆引领、典型带动、综合治
理，目前建成示范小作坊 51家，小
作 坊 登 记 数 达 850 家 ；深 入 开 展

“星期三查厨房”，促使餐饮企业主
体责任进一步落实、餐饮环境更整
洁、安全管理更规范；扎实开展夏
季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目前累
计检查经营单位 33969户，覆盖率
达 100%，发现风险隐患 10390 条，
完成整改风险隐患 9776 条，开展
宣传培训 271期，培训 40328人。

加强安全监管

为欢度中秋佳节，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针对月饼消费发出温馨提
示。

当下，月饼消费进入高峰期，
广大消费者注意通过正规渠道购
买，留存购物凭证；购买时注意查

看包装是否完整，盛放容器是否
清洁（特别是散装月饼），包装标
示的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
条件、配料表、生产厂名、厂址、联
系方式等内容；购买后按包装标
签标示的方法贮存，选择温度、湿

度等适宜的贮存环境，贮存时限
不能超过产品保质期；月饼应在
保质期内食用，食用前要保持个
人卫生，注意洗净双手，注意观察
月饼外观是否正常，有无异味、霉
变等现象，一旦发现异常，停止食

用；不同类别月饼糖分、油脂等含
量不同，消费者可根据个人喜好
选购。大部分月饼糖分、油脂含
量较高，建议不过量食用，并保持
均衡饮食。对老人、儿童及肠胃
不适者，建议根据自身身体状况
适量食用；消费者如果发现月饼
生产经营单位及购买的月饼存在
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电话 12315
投诉举报。

消费不可不察

□ 黎小强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以“三减三健”
（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
健康骨骼）为主题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
动，9月 8日，黄山市疾控中心、屯溪区疾控
中心联合黄山市新世纪学校，在学生群体
中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宣讲活动，
进一步传播和普及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活动中，黄山市疾控中心健康管理
师、注册营养师俞雪英围绕“三好”促健康

（饮食好、运动好、睡眠好）等，宣传普及
“三减三健”核心信息与健康生活技能知
识，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理念，帮助儿童青少年养成并坚持健康生
活方式，争做“三好”少年，促进健康成

长。该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胡向青
带领同学们做放松训练，并针对开学初期
负面情绪多发等问题，普及心理调适技巧
和方法，帮助儿童青少年调适心理，培养
形成健康心理，积极应对“开学综合征”。

9 月 为 全 民 健 康 生 活 方 式 宣 传 月 。
今年的宣传主题为“三减三健健康新动
力”。我市各地疾控机构组织开展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广泛倡导勤洗
手、戴口罩、公筷制等卫生习惯和健康生
活方式，普及饮食减盐、减油、减糖理念，
保持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倡议
青少年做“饮食好、运动好、睡眠好”新“三
好”少年，助力健康黄山行动。 ·许晟·

“三减三健”兼“三好”争当健康青少年

本报讯 屯溪区荷花池社区坚持党
建引领，积极关注居民所需、所盼、所感，
用真心办实事，不断落实举措，优化服务
水平，提升服务质量，贴心了解居民关心
事，切实解决居民烦心事。

善作为勇担当，疫苗接种筑屏障。“请
出示您的健康码”“注意安全，小心上车”

“请带好您的身份证和口罩”，全体党员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上户 300 余次，核验居
民健康码。接送行动不便老人接种疫苗
200余次，疫苗接种率达到 95%。

用行动践初心，便民服务有力量。荷
花池新村居民反映需要砍树保障出行安
全。社区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多
次召开工作部署会，与市委组织部、区执
法局三方互联，最终在市委组织部引领下
由区执法局落实砍树事宜，累计处理死树
16 棵，修剪枯枝 20 次。在充分倾听居民

意见的基础上，社区党员积极作为，修补
小区内 2600 平方米脱落墙面，总计花费
19 万元；维修排水不畅下水管道 10 起。
真正做到为群众办实事，扬党旗，承党性。

学党史以促行，党史教育入民心。荷
花池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与志愿
者的联系纽带作用，组织开展“党课开讲
啦”3 次，受益人数达 150 人，针对辖区内
行动不便的老党员，送书上门，分发党史
学习书籍，让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向纵向延
伸。用党史教育牢筑党员为民思想，形成
社区党员工作者到辖区党员，辖区党员到
社区居民的党史学习大氛围。用思想武
装行动，做好为民服务“大文章”。

下一步，荷花池社区将继续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立足岗位作贡献，擦亮便民“窗
口”。让党旗扎根基层，用心用情用力为
居民办实事。 ·汪舒华·

“身边课堂”接地气

9月 9日，黄山市公路中心休宁分中心联合璜尖乡政府、黄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直属一大队、黄山市路通公司等单位，对 103省道休宁县境内璜尖村、徐家

村路域环境进行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沿线公路用地范围内乱堆放、乱种植、非法设置非

公路标志等突出违法行为，使公路路容路貌和安全通行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为美丽乡村

建设和促进乡村振兴工作提供良好交通保障。 曹集林 项振华/摄

近期，黄山区妇计中心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预防出生缺陷宣传活动，用公益讲座、面

对面咨询、集中宣传等方式 ,向社区群众宣传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国家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免费补服叶酸、新生儿疾病筛查等知识。 欧阳如晨 戴滢/摄

近日，屯溪区水心亭

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卫生

服务站医护人员上门为辖

区内的老年人量血压、测

血糖。自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屯溪区昱东街道

水心亭社区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

把学习党史同推动工作、

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

力和成效，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

徐雅娜/摄

健康送到家

本报讯 “这种形式非常好，不出小
区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党史故事，还能与授
课老师面对面交流。”近期，在黄山区龙北
社区龙北小区开展的“身边课堂”上，党员
代表刘秀锦听完党史故事后连连称赞。

为更好地讲好党史故事，让党史学习
教育更接地气，龙北社区以“身边课堂”这
一载体为契机，成立“百姓宣讲团”，将党
史故事搬进党员家中、小区、广场和学校，
现场为大家讲党史。

在龙南小区，龙北社区组织百姓宣讲
团的成员夏克玉讲解亲身经历的战斗故

事，带领青年党员回顾革命历史，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在龙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社区百姓宣讲团成员焦祥发紧紧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宣讲了讲话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丰富
内涵，结合黄山区党史故事，生动讲解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
就。

据了解，龙北社区还将扩大“身边党
课”范围，充实学习内容，壮大宣讲队伍，
让党员群众在居住小区就可以学党史、长
知识。 ·汪晶 欧阳如晨·

党建引领办实事 做好服务暖民心

www.huangshannews.cn

中秋

本版责任编辑 /杨育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