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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州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双节”食品安全检查

护航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记 者 侍 敏

通讯员 胡嘉轩

本报讯 中秋、国庆“双
节”将至，为确保广大消费者
吃上放心食品，保障“双节”
期间食品安全，日前，海州区
市场监管局新东分局在辖区
范围内，以月饼、奶制品、食
用油、酒水、米面、肉制品、熟
食等节令重点食品，以商场、
超市、 农贸市场等为重点场
所开展节前食品质量检查督
查工作， 及时消除食品安全
隐患， 确保节日期间广大人
民群众饮食安全。

据悉， 此次节前食品安
全检查包含大润发、 家得福
（双盛店）、 利群超市等在内
的124家相关市场主体，共检
查月饼 51个种类 ，196个批
次， 白酒62个种类，103个批
次。此外，还有奶制品、食用
油、米面、肉制品、熟食等节
令重点食品。检查中，执法人
员除了检查经营主体证照是
否齐全、有效，主体责任是否
落实外， 还针对性地对其出
售的米面粮油、肉制品、水产
品、乳制品、饮料、调味品、糕
点等各类预包装、 散包装食
品的生产日期、 生产厂家名
称和生产地址等标签标识是
否完整； 对禽肉产品是否索

取留存动物检验和检疫合格
证明， 经营生猪产品索取留
存“两证两章”等情况作为重
点检查项， 以确保节日期间
食品安全。

另外， 作为中秋节的时
令性食品， 月饼的质量安全
受到重点关注。因此，此次检
查中， 海州区市场监管局新
东分局就有针对性地检查了
预包装月饼的产品名称、包
装标签 、供货商资质 、相关
证明文件、进货查验记录等
内容，从源头把控市面上所
售月饼的第一道质量关。此
外，由于近年来很多消费者
喜欢选购自制月饼 ，针对这
一现象 ， 新东分局还对辖
区内制作月饼的小作坊 、
蛋糕店进行了检查 。“我们
主要对月饼的原料 、 辅料
以及添加剂是否符合相应
的食品安全标准 ， 加工场
所是否符合卫生要求 ，加
工人员是否取得健康从业
证明等进行了重点检查 。”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说 ，“食
品安全马虎不得 ，所以 ，在
检查过程中，我们将严厉打
击使用非食用物质或过期、
变质、回收馅料生产加工月
饼以及超范围、 超量使用食
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 以确
保广大群众都能买到放心的
节日食品。”

16个小区上榜省级宜居示范居住区
“十四五”期间将继续推进城市向宜居、安居、乐居方向发展

记 者 王怀诗

通讯员 任志远

本报讯 近日， 省住建厅通
报了2019至2020年度省级宜居示
范居住区创建项目名单， 我市16
个小区榜上有名。分县区来看，海
州区5个，包括陇园新村 、新海花
园、淮海花园、玉带新村 、恒利小
区；连云区1个，为开发小区；赣榆
区3个，包括观澜尚城 、金海岸花
园、学府一号；灌南县3个，包括信
安阅城、港利上城府邸 、尚书院 ；
东海县2个 ， 为美麟大公馆 （南
区）、香墅湾花园；灌云县2个 ，为
书香府第和五农景苑。

据悉， 此次省级宜居示范居
住区评选由省住建厅委托第三方
机构，在单位自评、设区市复评基
础上，通过实地踏看、座谈走访、问
卷调查等方式，实地抽查了70%的
项目。 后又委托第三方机构组建
验收评价专家组， 集中评议了项
目申报材料，采取实地抽查、“回头
看”抽查等，对项目建设成效进行
了专家评分， 反馈了专家评价验

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要求限期
内完成整改等， 最终评出了本批
次的省级宜居示范居住区。

按照评选要求 ，2000年前建
设的老旧小区， 主要围绕安全有
序、环境整洁、便利舒适 、功能完
备、管理规范的目标，针对群众居
住中“急难愁盼”问题 ，按照有整
洁小区环境、有规范停车场所、有
无障碍化设施、无危险房屋、无违
章搭建、 无乱堆杂物等 “十有十
无” 的要求推进居住区环境全面
整治和功能完善， 居民对小区改
善提升满意度需在90%以上。2000
年后建设的既有居住区， 要求通
过提升， 居住区物业服务水平基
本达到省级示范物业管理项目标
准， 住宅使用性能基本达到国家
《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规定的
2A等级， 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区治理机制，实现5分钟便民服务
圈和15分钟社区服务圈等标准。

近年来， 我市住建部门在宜
居品质提升方面，坚持民生为本、
系统谋划， 人民群众居住环境持
续优化。近五年来，全市棚户区改
造9.2万套，整治维修、拆迁封存危

旧直管公房、城镇危旧房屋51.6万
平方米 ，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320
个， 涉及小区总建筑面积1267.46
万平方米。 创成省级宜居示范居
住区12个， 省级示范物管项目28
个。公共配套设施不断完善。连云
港大剧院等大型公共配套工程建
成投用，城市人居环境明显提升。

为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活品
质，“十四五”期间，市住建部门将
持续优化格局、强化保障，推进城
市逐步向宜居、安居、乐居方向发
展。一方面，继续加快建设美丽宜
居城市。开展美丽宜居小城镇、街
区及完整居住社区示范建设 ，到
2025年， 市区范围内建成3至5个
美丽宜居小城镇， 中心城区范围
内建成5至6个宜居街区 ，2000年
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改造全面完
成。另一方面，加快美丽宜居村镇
创建。围绕《江苏省美丽宜居村庄
规划建设指南》要求，着力改善村
庄人居环境，完善设施配套，保护
好历史文化遗存，到2025年，全市
建成50个特色田园乡村，建成400
个美丽宜居乡村， 全市农民群众
住房条件明显改善。

我市全力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共筑全民免疫屏障
截至5日全市累计接种345.42万人、660.05万剂次

记 者 庄婷婷

通讯员 邵沛源 钱正军 王思琦

本报讯 “您好，我是新东街
道龙尾社区工作人员， 请问您和
家人接种新冠疫苗了吗？ 如果没
有接种，建议尽快接种，离您家最
近的接种点有……”昨日，新东街
道龙尾社区工作人员刘玲正在电
话询问辖区内居民疫苗接种情
况。连日来，我市参与新冠疫苗接
种的市民越来越多。截至9月5日，
全市累计接种345.42万人，660.05
万剂次。

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 为持
续推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规范 、

有序、 高效开展， 我市实行周调
度、日通报制度，争分夺秒全力保
障疫苗供应， 不断优化升级服务
流程，持续深化工作督导，切实保
障居民放心、安心、舒心接种。

紧盯疫苗接种进度， 动态掌
握疫苗库存，精准制订分配计划，
指导基层疫苗接种……凌晨1点，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潘
佑记正在统计全市新冠疫苗接种
进展， 他要根据省疫苗供应计划
数并结合各地疫苗库存、 当天接
种进展等数据， 精准制订新冠疫
苗分配计划。 新冠疫苗接种时间
紧、任务重，每一支疫苗对基层接
种单位来说都弥足珍贵。 为保障
各新冠疫苗接种门诊每天有苗可

种， 全市免疫规划工作人员24小
时待命，不分昼夜接收、配送新冠
疫苗， 指导基层接种门诊规范提
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

疫苗配送至各接种门诊后 ，
为了保障新冠疫苗接种顺畅有
序开展 ，我市各接种点医务人员
和社区工作人员放弃休息日 、延
长工作时间 ， 全员坚守岗位 ，为
市民提供便利 、高效的疫苗接种
服务。

据了解， 为保质保量完成新
冠疫苗接种任务，我市采取“固定
接种点+集中接种点+流动接种
点”的综合服务模式，在全市设立
121家固定接种单位 、7家集中接
种点、10家流动接种点。

9月5日，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
会在北京举行， 安利获中华慈善奖·最具
影响力慈善项目。这是安利第八次荣获这
一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项。

公益慈善是安利企业文化的重要组
成，聚焦儿童营养和健康，是安利一贯的
公益主题。2015年， 安利公益基金会联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中国营养学会等机构，启动“为5加油
学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 项目从营养干
预、营养教育、社会倡导三方面发力，通过

免费发放含有钙、铁、锌、叶酸、烟酰胺等
17种儿童成长所需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
营养咀嚼片，配套学前儿童营养健康食育
课程， 精准帮扶贫困地区3-5岁儿童改善
因营养不良导致的发育迟缓、贫血、维生
素及矿物质缺乏等健康问题，阻断隐形饥
饿和贫困的代际循环。

为5加油项目开展6年来，覆盖青海、新
疆、甘肃、山西、湖南、广西等共11省24县
833所幼儿园， 累计发放营养咀嚼片超过
4000万片，开展营养教育课程25,000课时，

为93,000名儿童带来营养福音。2019年，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评
估，项目覆盖儿童生长迟缓率从17.6%下降
到1.9%，贫血率从37.6%下降到11.4%，均提
前完成国民营养计划2020年目标。

截至2020年底，安利为中国社会公益
事业捐赠款项达9.34亿元人民币，在儿童、
环保、志愿者服务等领域，累计开展各类
公益活动16062项，推出了春苗厨房、为5
加油、环保嘉年华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公
益项目。

精准帮扶乡村儿童 安利八获中华慈善奖
———“为5加油学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获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