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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栏

绎本周食品安全快检概述
4 月 18 日至 4 月 24 日，我局共开展食品安全快检 8743

批次，其中蔬菜 6714 批次，畜禽肉 1374 批次，水果 19 批次，

其他 636 批次，本期抽检覆盖全市 36 个农贸市场，88 家超

市。检测项目主要有农药残留、瘦肉精、二氧化硫、吊白块等

10 项，农药残留检测占 77.03％，瘦肉精检测占 15.72％，二氧

化硫检测占 5.44％，吊白块检测占 0.42％，亚硝酸盐检测占

0.85％，甲醇检测占 0.03％，硼沙检测占 0.06％，硫酸铝钾检

测占 0.37％，溴酸钾检测占 0.07％，甜蜜素钾检测占 0.01％。

本期食品快检检测的散装蔬菜、干货、肉及肉制品等均为普通

群众消费量比较大的食用农产品，采样主要集中在农贸市场、

商场超市，涵盖全市城乡，结果显示合格率达到 99.33％，说明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该类食品基本可靠。

绎消费警示
本期检测的食用农产品（食品）中，阳性 59批次，阳性率 0.67豫。阳

性批次中，二氧化硫超标 18批次，阳性率 0.21豫，主要是生姜和枸杞等；
硫酸铝钾超标 23批次，阳性率 0.26豫，主要是凉皮和凉粉等；农药残留
超标 1批次，阳性率 0.01豫，主要茄子；亚硝酸盐超标 17批次，阳性率
0.19豫，主要是牛肉和耳片等。对于抽检中发现的上述阳性食品（食品农
产品），我局均已及时通知经营者下架销毁，或转为监督性抽检。

绎大肠菌群超标的小常识
大肠菌群，指在一定培养条件下能够发酵乳糖、产酸产气的需氧

或兼性厌氧革兰氏阴性无芽孢杆菌菌群。

大肠菌群作为污染指标菌，主要是以该菌群的检出情况来表示

食品中有否存在污染。大肠菌群数的多少，直接说明食品污染的程

度，也反映了对人体健康危害性的大小。若食品中大肠菌群超标，说

明该食品卫生状况达不到基本的卫生要求。大肠菌群将破坏食品的

营养成分，加速食品的腐败变质，使食品失去食用价值。消费者食用

了大肠菌群超标严重的食品，很容易患肠道疾病，可能会出现呕吐、

腹泻等症状，危害人体健康安全。

造成食品中大肠菌群超标的主要原因是二次污染，如餐具以及

加工器具没有定期清洗消毒、操作人员在上完卫生间后洗手不彻底

等，都会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卫生状况。

食品安全快检信息
阴 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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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
（双）

/ / 2018-9-11
高邮市临泽  
食尚酒楼

/ 大肠菌群 不合格

盘子 / / 2018-9-11
高邮市临泽镇
怡仙大酒楼

/ 大肠菌群 不合格

4月 24日下午，新疆新源县卫健系统
在新源县副县长毕沙拉的带领下，一行 5人
应邀来我院进行参观交流。市卫健委主任黄
平、妇保院院长任德华、副院长俞飞陪同。
任德华院长首先向来访人员简要介绍

了我院的建制规模、人员结构、保健业务项
目和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并与新源县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中心主任刘新成具体就妇幼
保健机构的日常管理、项目经费的规范使
用及新项目开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讨论。副
院长俞飞 2017年 7月曾经柔性援疆在新
源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中心工作半年，工
作两个月，使新源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中心
不孕不育专科从零起步，成立“高邮市援
疆专家俞飞不孕不育专科”，造福了新源
县广大育龄群众，熟人相见现场气氛格外
愉悦、热烈。刘新成主任表示，非常欢迎高
邮市妇幼保健院的同志有机会到新疆新
源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中心参观交流，目
前新源县妇幼健康工作在开展的保健业务

项目上与高邮市妇幼保健院开展的保健业
务项目大致相同，可以互相借鉴、学习，但
是高邮在妇幼联合体建设、婚检、生殖健
康、结婚领证一站式服务，妇女盆底康复、
儿童髋关节筛查、乳腺断层钼靶检查及新
项目开展方面等很有优势，希望通过此次
考察，可以进一步加强学习交流，借鉴一些
好的做法和经验，进一步提高新源县妇幼

保健工作水平。
随后，来访人员在院长任德华、副院长

俞飞陪同下参观了我院各科室，并与业务
科室人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肖飞

新疆新源县卫健系统来我院参观交流

活动时间
5月 1日 -5月 3日 9:00—17:00
活动地点
高邮城市规划展览馆广场（海潮大桥东）
主办单位
高邮市广播电视台
城南新区管委会
冠名单位
“中国人保财险”
“绿地超级城市”
赞助单位
"凯盛家纺 "
参展汽车品牌抢先看
据悉，今年有十多家车商参展，新能源

汽车首次亮相，经济型轿车、中高级轿车、
SUV等种类齐全，宝马大腕都来了，大众、
别克、起亚等众多国内主流合资品牌也是
一应俱全；还有吉利、长安等自主品牌以及
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品牌也将助阵车博会，
肯定有一款适合你。

高邮瑞京现代 4S 店、高邮瑞通别克
4S店、高邮大众 4S 店、高邮东风日产 4S
店、高邮市永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汽丰
田汽车、高邮荣威 4S店、长城哈佛、吉利汽
车、长安汽车 4S店、绿源汽贸电动汽车 4S
店、加州新能源汽车、悦达起亚 4S店、小鸟
电动车、江都宝马 4S店。
订车大奖更丰厚
1、即日起文章转发并集赞，即有机会

领取精美礼品。
集“58”个赞，送优质骨瓷牛奶杯一只

（价值 50元）
集“88”个赞送洗澡收纳凳一只（价值

100元）
以上数量共 200只。（领取地址：文游

中路 86号原乐购超市对面）
集“188”个赞送乐扣杯（价值 200元）
集“88”个赞送碗具六件套（价值 100

元）
集“51”个赞送削皮器（价值 50元）

以上数量一共 80个，送完为止。（领取
地址：绿地超级城市展厅）

以上点赞领礼品不重复、不叠加领取，
以最高赞数领对应礼品。

2、“五一”期间购车可参加抽奖，百分
百中奖！500元人保保险券十张、价值 500
元凯盛家纺毛毯 10条、价值千元凯盛家纺
床上四件套 2套。

3、5月 1日 -5月 3日，只要亲临车展
现场即可获得高级面纸一盒。（领取地址：
绿地超级城市展厅）总量 1000份！

4、车展不同往常。有“豆腐脑”、“棉花
糖”“羊肉串”各种美食相伴、现场辣妹表
演、美女主持、星光爵士鼓表演，嗨得不行！

5、车展什么都有：汽油车、电动汽车、
小鸟电动车，4 个轮子 +2 个轮子一网打
尽。

6、邮城人气王，转发朋友圈集赞 888
个，送 588元现金红包，仅限一名，先到先
得，本红包由小程序高邮电话本提供，到服

装 城 G5-1 领 取 ， 联 系 电 话 ：
18994886789。

所有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奖品拿
到你手软！还不快来！还不转发！还不关
注！惊喜绝不仅限于此，更有趣味互动娱
乐项目，等你嗨爆现场！5月 1日 -5月 3
日，高邮城市规划展览馆广场，我们与您，
不见不散。

MORE延伸阅读
绿地超级城市是世界 500强绿地集团

入主高邮的超大型地标综合体，规划占地
面积约 1479.8亩，总投资逾 120亿。项目
位于高邮核心区，新老城区交汇节点，占据
盐河两岸绝版生态资源，居住氛围浓厚，生
活配套完善。项目按照“一心、两轴、多核”
规划布局，打造集全息电影、婚庆主题街
区，活力运动园、水岸餐饮、文化旅游、商务
办公、高端居住、产城融合为一体的超级城
市会客厅。建面约 97～214㎡水岸奢邸，重
塑高邮滨水人居新标准。

以车之名，举办一场盛会，为你的“五一”假期增添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2019高邮广电“人保财险”、“绿地超级城市”春季车博会即
将于“五一”假期火爆开启。买好车、赢豪礼、品美食、看表演，转发文章并集赞即有机会领精美礼品。

买好车 赢豪礼 品美食 看表演

春季车博会“五一”火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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