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温日渐升高，各种致病微生物易
于滋生，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风险加
大。为有效预防和控制食物中毒事件发
生，保障公众身体健康，近日，区市场监
管局发布餐饮食品安全消费警示。

警示各食品经营单位：
要严防细菌性食物中毒、严防从业

人员带菌污染食品。接触直接入口食品
从业人员应持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上岗，
餐饮服务单位应建立每日晨检制度。有
发热、腹泻、皮肤伤口或感染、咽部炎症
等有碍食品安全病症的人员，应立即调
离工作岗位，待查明原因并将有碍食品
安全的病症治愈后，方可重新上岗。

要严防食品生熟交叉污染。避免熟
食品被生的食品原料污染，被与生的食
品原料接触过的表面（如容器、手、操作
台等）污染，或接触熟食品的容器、手、操
作台等被生的食品原料污染。

要严防食品贮存不当。加工后的成
品与半成品、原料应分开存放，加盖防护
装置。加工好的食品应避免交叉污染，需
长时间（超过2小时）存放的，应当在低于
8℃或高于 60℃的条件下存放；在 8℃-
60℃条件下放置2小时以上的熟食品，再
次食用前必须充分加热，确保食品中心温
度达到70℃以上，并确认质量合格。

要严防化学性食物中毒。严把食品
原料关。食品、食品原料要到证照齐全
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采购，并索证索票，
严格验货，登记台账；严禁采购、贮存、使
用亚硝酸盐；严禁采购、加工和销售织纹
螺；严禁采购、加工河豚、毒蘑菇、发芽马
铃薯等有毒有害食物；加工贝类时，要去
除中肠腺等内脏，最好弃掉蒸煮贝类的
汤汁；加工四季豆时，加热时间要足够使
其中的皂素等完全破坏。

要严格规范有毒有害物品存放。杀

虫剂、杀鼠剂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存放，
应有固定的场所（或橱柜）并上锁，有明
显的警示标识，并有专人保管。使用杀
虫剂进行除虫灭害，应由专人按照规定
的使用方法进行。同时，宜选择具备资
质的有害动物防治机构进行除虫灭害。

提示广大消费者：
家庭饮食时，注意不食用河豚、织纹

螺等有毒有害、来历不明的动物；不食用
不认识的野菜和野生菌、未烧透的豆浆
和四季豆、发芽或黑色青皮土豆制作的
菜肴；慎重选择生食海产品、鲜黄花菜等
高风险食物；最好不食用蒸煮贝类的汤
汁，尽量避免一次食用大量贝类。食用
石斑鱼时，尽量选择小石斑鱼、不宜食用
鱼头、要将鱼血、鱼子和内脏清除干净。
一旦食用后出现中毒症状，要立即催吐，
并尽快就医。

在外出就餐时，应选择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量化分级动态等级“大笑”“微笑”
和年度等级达到B级以上的餐饮服务单
位就餐。就餐前应注意检查食物感官性
是否异常、是否新鲜、是否烧熟煮透，就
餐后一定要索取发票等就餐凭证。

网上订餐消费者应该增强辨识能力，
不私自订餐，选择正规以及有一定知名度
的餐饮单位订餐，如果发现送餐单位未取
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送餐不规范、不卫
生，可及时向当地监管部门举报（12315）。

发生食物中毒时如何妥善处理？
消费者就餐后如出现呕吐、腹泻等

症状时，应及时到就近医疗机构就诊，并
保存好可疑食品样品及消费票据、就诊
记录等相关证据，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电
话。餐饮服务单位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
故，应立即配合救治患者并及时报告相
关部门，积极配合做好事故的调查处理
工作。 （陈子晴）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消费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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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如何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面对产业集聚大趋
势，怎样以安全高效的特种设备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按照“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近年来，
区市场监管局立足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等
工作，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维护
滨湖平稳良好的安全生产势头。

强化宣传，筑牢底线思维

“确保特种设备安全，不能只靠
事后监管，而要将安全意识认真贯
彻到特种设备从生产到使用、从经
营到检测、从维护到报废的全过
程。”在日前举办的安全管理知识培
训班上，省特检院无锡分院的技术
专家向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负责人及
安全管理人员讲述叉车和起重机械
安全使用、日常保养、事故预防、应
急预案等内容，并播放起重机安全
管理和叉车安全操作等视频。

责任不落实，特种设备安全无从

谈起。结合隐患自查自纠，区市场监管
局督促企业承担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岗
位责任。“从以往发生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看，大多是由于企业安全管理不善、安全
责任不落实导致的。”近日，在无锡城市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该局相关负责人说，
城环科技承担全市多数工业废物和所有
医疗废弃物处置工作，使用的特种设备
数量多、种类杂、风险系数高，只有把法
律条文认真贯彻到特种设备安全工作
中，才能有效避免事故发生。

做好特种设备安全工作，离不开
公众的积极参与。“原来坐电梯不能倚
靠电梯门、不能用手挡门或扒门、不能
踩在扶梯黄线上等。”参与乘梯演练的
张阿姨感慨。连日来，该局联合各镇、
街道、社区、物业和电梯维保单位，分
别在仙蠡墩、嶂山碧院、马鞍苑、滨湖
万达广场等地开展“安全乘梯·幸福随
行”特种设备宣传活动。活动中，除模
拟电梯事故外，执法人员向大家宣传
应急自救措施及安全乘梯知识。

狠抓整改，全力消除“炎症”

加强源头控制，“清剿”违法违规
“小化工”。“‘小化工’多隐藏在村镇一
些偏僻隐蔽之处，已成为安全生产的
一块绊脚石。”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寻找“小化工”黑窝点，该局
筛查全区已登记所属行业为“石油、煤
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或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内含
有“化学工业”及“化工”字样的市场主
体名单，严把外资市场主体准入关。
同时，重点排查“小化工”企业使用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起重机
械等特种设备风险隐患；整治未注
册、未检验或超期未检而使用特种
设备行为；依法严厉查处违反《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规定的生产
销售行为。

叉车作为具有装卸和搬运双重功
能的特种设备，使用频率高、范围广，
安全隐患大。“特种设备安全事故中，
90%由叉车和起重机引起。”“平时不
能掉以轻心，否则就跟事故中的人一
样。”……区市场监管局以乡镇为单
位，通过现场讲解、播放叉车事故视频
及行政约谈等方式，警醒企业及其员
工树牢主体责任意识。同时，该局与
交警、城管、住建等部门建立联合检查
机制，对市场外“三无”“无证”叉车和
市场内违法违规使用或停放叉车行为
进行全面检查、集中曝光。“之前我们
在检查某化工企业时，竟发现叉车不
仅没拔钥匙，安全带也有所损坏，隐患
极大。”该负责人说，发现情况后，执法
人员立即要求该企业整改到位。目前
滨湖在用特种设备数量超过2万台，在
用叉车近 2000辆，仅依靠人力监管远
远不够。该局正探索利用“物联网+”、
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智慧监管。

实战演练，提升应急能力

暑假即将来临，过山车、大摆锤、跳楼
机等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问题备受关注。
如何提高运营单位对游乐设施的维护保
养水平和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保障游客的
生命安全是摆在滨湖市监人面前的又一
重要课题。

“各位‘游客’不要慌，请耐心等待救
援。”融创乐园大型游乐设施“跳伞塔”突
发故障，2名“游客”滞留在15米高空的吊
篮中……6月 20日，融创乐园举行大型
游乐设施应急演练，并开展安全检查、消
防培训等活动。演练现场，工作人员通
过广播向“乘客”通报情况后，立即联系
设备维护人员。当确定故障为严重机械
卡死，短时间内无法解除时，现场指挥立
即启动高空应急预案指令，指示设备、医
疗等工作组实施救援。半小时后，2名

“游客”全部“脱险”，经医务人员检查，“游
客”身体状况良好，均无大碍。

“滨湖是旅游大区，共有 54台大型
游乐设施，占全市一半以上。一旦发生
事故，将严重影响广大游客生命安全。”
该负责人表示，安全是头等大事，不能
有丝毫侥幸心理。近日，区市场监管局
还在太湖之星游乐园开展重点岗位联
合应急处置演练活动。下阶段，该局将
继续紧绷安全弦，防患于未然，全力为
特种设备安全运行保驾护航，确保广大
游客玩得安心、放心。 （刘伟刚）

把脉消“炎症”除患治“未病”
区市场监管局全力做好特种设备风险管控工作

本报讯 根据有关规定要求，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应当于今日完成年报申
报。不按照要求进行年报和未及时申报的企
业，将被依法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受疫情
影响，个体工商户 2019年度的年报时间由 6月
底之前延长到2020年年底。

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营异常
名录信息现在也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担保
等金融活动的参考依据。根据《企业信息公示
暂行条例》的规定，对于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
业，在政府采购、招投标、政府土地出让等都会
受到限制或者禁入。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还将受到来自市场监
管、税务、银行等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的联合制
裁惩戒。一旦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和个体
户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登记备案事项、行政许
可审批、资质审核、从业资格审核等有关事项
时，将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查。

最严重的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三年还没
有履行信息公示义务的企业，将被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名单，企业五年内不能申请移出严
重违法失信名单，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也将任职
受限，三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最后，再次提醒还没及时申报的市场
主体抓紧办理年报。

按照《市场监管总局 商务部 外汇局关于做
好年报“多报合一”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市
监信〔2019〕238号）的规定，自 2019年度年报开
始，外商投资企业（机构）将统一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多报合一”年报。今
年，疫苗生产企业、特种设备生产企业将作为重
点年报对象，要求应报尽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 http：//
www.gsxt.gov.cn）是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相关信用信息查询平台，登记备案、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年报公示、抽查检查结果等信
息均可以通过该系统免费查询。

（汤艳艳）

年报今日截止

请尽快完成申报

本报讯 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开
展集贸市场计量专项检查和“两免费”检
定，进一步加强集贸市场计量监管，有效
打击集贸市场计量作弊行为，营造诚实
守信计量市场环境。

“买菜时碰上缺斤短两，不仅会让消
费者心里添堵，更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一
种侵犯。”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菜篮

“准量”，民众才能“秤心”。该局重点检
查辖区集贸市场内是否存在使用未经
检定、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的行
为；是否存在使用改装、不合格的计量
器具或者故意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的行
为；是否制定计量管理制度，建立计量
器具台账，是否设置符合要求的公平
秤，并做好保管、维护和使用；是否正确
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等。截至目前，
检查组与市计量测试院检定人员已对
15家市场上投入使用的 1700余台电子
秤完成检定，并对检查中发现的检定不
合格、计量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当场要
求市场方进行整改，对于使用作弊秤等
涉及违法违规的问题，严格依照法律程
序进行查处。

“通过此次计量专项检查，深入了
解集贸市场经营者的计量需求，方便后
续我们提供优质计量技术服务，切实帮
助其解决计量突出问题和难题。”该负责
人说，在检查的同时，该局还大力宣传计
量法律法规，扎实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
设，积极引导经营者自律经营。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联合无锡
市计量测试院继续开展“两免费”检定工
作，对全区集贸市场、公共医疗卫生机构
在用计量器具免费检定，“‘两免费’检定
工作是计量惠民工程的重要举措。”该负
责人介绍，“两免费”检定工作为市民放
心买菜、患者放心就医、医疗机构准确诊
断提供有力计量技术保障。

（顾及人）

菜篮“准量”
民众“秤心”

滨湖开展集贸市场计量
专项检查，严防缺斤少两

本报讯 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
在辖区范围内开展端午节令食品专
项检查（如图）。结果显示，抽检的
粽子、咸鸭蛋均合格，4批次茶叶存
在净含量及净含量标注不合格。

在食品安全检查中，执法人员
重点检查相关食品进货查验、索证
索票、标签标注、贮存条件及商品是
否明码标价等情况，并会同第三方
检测机构对场所内在售粽子、咸鸭
蛋等节令食品进行安全抽检。检验
结果显示，抽样批次的粽子、咸鸭蛋
均为合格。

在定量包装检查中，该局随机
检查 8家不同类型的生产、销售企

业，对 75批次茶叶、咸鸭蛋、粽子、
糕点、乳制品、食用油、蔬菜制品
等定量包装商品进行随机抽样检
测。经检测，除 2批次茶叶净含量
不合格、2批次茶叶净含量标注不
规范外，其余定量包装商品均为
合格，合格率达到 94.6%。目前，
该局已责令涉事企业立即停止生
产、销售不合格商品，限期进行整
改。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
续加大对流通和生产领域食品安
全及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监督
检查，规范市场秩序，保障食品安
全，确保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

安心。
区市场监管局提醒：选购预包装粽

子时，要注意“一看一查”：看包装是否完
好，查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和保
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
标签信息是否齐全。若发现包装袋破
损、漏气以及涨袋的或标签标示信息不
全的，请勿购买。

挑选现制粽子时要注意“两看一
闻”：看粽叶是否包裹完好，粽叶颜色是
否正常（墨绿、黄绿、淡黄均属正常）；看
粽体形状是否完整，确保无霉点、无露
米和变形现象；闻粽子气味是否正常，
如有异味请勿购买。

（曾逸天）

本报讯 6月 24日，无锡影都负责人来到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赠送配有影视作品“中国机
长”宣传海报的牌匾，感谢该局为园区企业提供
优质高效服务。

“我们已连续三年收到致谢牌匾了。”该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助力无锡影都迈向更高台
阶，区市场监管局雪浪分局专门设立“直通车服
务”，采取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等措施，针对重点
项目提前介入、上门跟踪、无缝对接，实现平均
1天出照。截至目前，累计办照1179张，为2020
年新入园企业办照97张。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以服务企业、服务经
济、服务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许可
服务、质量提升、品牌建设等职能作用，促进数
字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颜炜）

粽子、鸭蛋合格吗？滨湖端午节令食品专项检查结果出炉

无锡影都送牌匾
优质服务屡获赞

图为执法人员对化工经营单位
的特种设备开展拉网式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