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程可追溯，吃得如何肚里有数

□ 本 报 记 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孙燕涛

位于荣成石岛的泰祥集团，专门设
立了一个食品安全办公室，这个办公室
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搜集全球关于食品
安全的最新信息。

“哪个国家新增加了哪项检测指
标，哪个国家提高了哪项指标的检测标
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检测部门，及
时增加检测项目，提升检测标准，按照
国际最新最严格的标准来指导生产。”9
月26日，泰祥集团食品安全办公室工作
人员王海朋告诉记者。

如今的泰祥集团下辖3 4家企业、
5 0 0 0多名员工，年销售额超过2 0多亿
元，是荣成的食品龙头企业。就是这样
一家现代化的食品企业集团，却有着一
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2011年6月17日，泰祥集团出口到日
本的400多吨价值1000多万元的速冻产
品，因为一项指标高出国际标准的千分
之一而被退货，虽然这些产品完全符合
当时的国内质量标准，在国内销售也不
会存在障碍，但是泰祥集团毅然决定将
这些产品全部销毁。“如果我们把这批
产品卖给同胞吃，可能不会出什么问
题，但消费者会说，泰祥曾把外国人不
吃的东西卖给中国人吃，这将是我们企
业永远洗不去的污点。”公司董事长于
建洋对员工说。

从此之后，泰祥集团不再分国内国
外两个标准，而是按照“就高不就低”
的原则，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不管是内销还是出口，都坚持一个标
准，一条生产线生产。

泰祥集团的严格管控瞄准两头，除
了成品的严格检测以外，对原材料的管

控更加严苛。泰祥集团坚持一个原则，
有多少安全的原料，就生产多少安全的
食品，绝不盲目追求规模的扩大，而是
最大限度地追求原料品质的安全。泰祥
集团自建基地和订单基地相结合，对所
有基地全部按照国际标准和操作规范进
行管理，实行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指
导、组织生产、质量检测、收购销售
“五统一”管理模式。在供货商的选择
确定上，严格审查，优胜劣汰，对每一
批次产品的采购、加工、流通等所有环
节建立电子履历，确保有源可溯、有据
可查，形成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完整链
条。

掐住了两头，还要对生产过程进行
严密精细的管理。位正鹏是泰祥烤肠生
产线的品管部长，原先他有一多半的时
间坐在办公室，只对最后的成品进行检
验即可。如今，泰祥要求全体品管部长

必须时刻在车间巡查，发现质量安全问
题随时纠正处理，把对产品的结果管控
变为全程管控。泰祥集团还成立了监控
中心，750个探头把包括海南、广东在内
的全部生产车间的实时画面传送到监控
中心，有3名监控员对车间生产情况进行
巡查，一旦发现问题马上打电话通知车
间纠正。

泰祥集团对食品安全的专注，引起
了国内广泛关注。2016年，国家质检总
局开始实施“同线同标同质”项目，已
被写入了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泰祥集
团2016年5月取得同线同标同质平台资
质，承接日韩食品的同线同标同质，
2016年通过认监委认证的日韩同线同标
同质的企业已达300多家。泰祥集团的生
产监管模式在国内食品企业不断复制推
广，在带动和提升国内食品生产监管水
平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遭遇退货到对标最严

经过140多年的发展，烟台苹果形成了自己鲜明的
特点，比如果形端正、果肉甜脆、皮薄，汁多爽口。
“烟台苹果”品牌价值达126 . 01亿元。烟台先后引进
国内外优良品种和砧木500多个，培育出“烟富3号”
“红将军”等10余个优良脱毒品种。全市标准化果园
发展到120万亩。

青岛啤酒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啤酒制造厂商，目前
品牌价值1168 . 75亿元，居中国啤酒行业首位。青岛啤
酒的质控体系共有针对1800道关键工序的1800个质检
点,涵盖了生产从源头到终端的所有环节，一瓶酒只有
保证每个环节都达标，才能过关。正是全方位、无缝
隙的品评标准体系，使口味纯正的青啤飘香了一个多
世纪。

《本草纲目》载：“阿胶，本经上品，弘景曰：
‘出东阿，故名阿胶’”。东阿阿胶由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东阿阿胶制作技艺炼制而成。东阿阿胶几个
关键环节的创新正在进行。东阿阿胶几十年如一日推
行产品质量“一票否决”,不合格的原料不投料、不合
格的半成品不转下道工序、不合格的成品不出厂,成为
始终如一的遵循。

烟台苹果

青岛啤酒

东阿阿胶

山东好品享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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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品品快快检检…………山山东东多多种种手手段段保保食食安安。。（（资资料料图图））

青青岛岛首首批批海海水水稻稻吐吐穗穗扬扬花花。。（（□□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 本报记者 杨润勤 张晓帆
刘 磊

食品来源可追踪、去处可追溯，消
费者才能吃得安全吃得放心。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犹如一堵防火墙，时刻保卫着
消费者的安全。

省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指出，深化食
安山东建设，把好饮食用药安全的每一
道关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山东正从多种举措入手，让安
全食品触手可及。

来去路径一目了然

执法人员随机拿起一个成品面包，
用手机输入产品条形码、批次号，再输
入生产日期，点开查询进入产品追溯页
面，就可以查看到产品检验与产品的生
产、名称、规格、执行标准等全部信
息。这是记者日前在济阳县桃李面包有
限公司看到的一幕。

济阳县食药监局局长徐洪华介绍
说，一旦出现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立刻
可以追溯到位。追溯平台的开发应用，
使日常监管实现科技化、痕迹化、规范
化，促进了监管方式由“地毯式”全面
监 管 向 “ 点 对 点 ” 精 准 监 管 的 转
变。”

烟台苹果深受消费者喜爱，但每年
收获的季节，市场上很多仿冒苹果，使
得烟台苹果的价值深受其害。为此，烟
台打造起了全国首个现代苹果物联网可
追溯体系——— “泉源苹果物联网可追溯
系统产业化经营项目”。工作人员打开
24小时监测程序，只需轻轻移动鼠标，
就能从各个角度实时观测果园内的苹果
生长情况。而消费者通过扫描果品上的
二维码，就可以直接登录可追溯平台，
查询想要知道的信息。

“山东将加快推进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建设，推动追溯链条向食品原料供应
环 节 延 伸 ，实现 全 产 业 链 可 追 溯 管
理。”省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我省实施“智慧监管”，将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
理标志产品率先纳入追溯范围，探索实
施食品生产企业“一票通”随附单制
度，力争实现地产品种全省可追溯。

食安笑脸地图让评价权威化

家住青岛市李沧区福临万家小区的
王琳，是一个偏爱美食的“背包客”，
自称“吃货”的她每到一处目的地，首
要任务就是把当地的美食都尝个遍。

“就是想快速准确找到一家干净的
餐厅，开开心心吃顿饭。”王琳说，不
同食客有不同需求，而随着健康意识的
提高，食物干不干净、安全达不达标，
成为大家最看重的事情，如何找到权威
的美食安全信息，成为她每到一个城市
都会纠结的问题。

4月19日，能一键查询笑脸餐厅的全
国首张“食安笑脸地图”启用，把王琳
担心的问题破了题——— 青岛把对餐饮单
位实施量化分级管理的笑脸搬到了线上

地图，消费者跟着“食安笑脸地图”上
的笑脸就餐，就能确保食品安全。

9月26日，记者进入“食安笑脸地
图”平台，首页里出现“搜索”和“附
近笑脸餐厅”两个选项。点击“附近笑
脸餐厅”，页面显示出了十公里以内的
776家“大笑”餐饮企业和备案的小饭桌
信息。记者随机点开其中一个，页面上
显示该就餐单位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点
击详情，还有业态类型、法人、许可证
号、许可证有效期等内容。

“我们重点突出食物干不干净、安
全达不达标、检测检验结果等餐饮单位
的食品安全状况，为市民提供权威专业
的就餐指导。”青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办公室副调研员颜成霞介绍，“食
安笑脸地图”串联起了每个点上的餐饮
单位的许可证照、笑脸评定等多个数
据，把企业的所有食品安全信用信息讲
成了完整的故事。

如今，成为“食安笑脸地图”铁杆
粉丝的王琳说，粉地图的最大原因就是
地图姓公不姓私，有了政府权威数据，
她对就餐的单位更放心了。

目前，“食安笑脸地图”吸引了15
万粉丝应用。小小地图不仅成了市民选
择就餐的“掌中宝”，也成了餐饮单位
的“信用网”，引发了蝴蝶效应。

“上了地图以后，我们对于门店、
质量、供应链以及卫生方面的管理要求
更严格了，服务也更主动了，会主动邀
请监管部门和市民朋友来‘后厨’看
看。”青岛粥全粥到伟业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李梦飞看来，地图的推
行，启动了整个餐饮行业供给侧改革的
“小步快跑”，促进了餐饮业优胜劣
汰、改造升级。

明厨亮灶，制作过程全透明

9月29日，早上6点，张丽来到幼儿
园后厨。准备妥当后，她冲房间的“直
播”摄像头微微一笑，便开始有条不紊
地忙活了起来。

主播？并不是，其实张丽只是淄博
市市直机关第二幼儿园的白案师傅。高
清摄像头实时监控、制作过程网络同步
直播、手机等移动设备可随时查看，对
此，刚开始还觉得有些别扭的张丽，如
今已经逐步适应，甚至感觉跟手机屏幕
前的家长愈加熟络和信任，也圈了不少
家长“粉”。

今年3月，淄博市张店区充分利用
“互联网+食品安全”的工作理念，结合
“明厨亮灶”的相关要求，在学校、幼
儿园食堂，食品快检室、大型餐饮单位
及城市综合体等重点监管企业的前端安
装视频监控设备进行实时直播。

“以前很少有机会能直接走进或接
触幼儿园食堂。不亲眼看看，总觉得不
放心。”今年30岁的郑旭午是一名国家
二级公共营养技师，更是一名学生家
长，对于自家孩子在外的食品安全和健
康尤其注意和“挑剔”。如今随着“明
厨亮灶”的推行，他才觉得自己心里的
“大石头”落了下来。

张店区共有餐饮企业6163家，幼儿

园、学校食堂169家，如果仅靠食药监部
门去监管，很难监管到位。而通过直直播播
的形式实行“明厨亮灶””，，一一方方面面执执法法
人人员员可可随随时时““查查岗岗””，，如如果果发发现现问问题题便便
能能第第一一时时间间联联系系整整改改；；另另一一方方面面，，消消费费
者者也也可可通通过过手手机机即即时时观观看看上上述述单单位位加加工工
制制作作过过程程，，实实现现社社会会的的共共同同关关注注、、共共同同
监监督督。。

34岁的于祥是淄博江南濠景生态美
食园行政主厨，在他看来，明厨亮灶，“明”
的是厨房，点“亮”的是人心”。

据省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省已针对占食品流通70%份额的农产品批
发市场、大型商超和连锁超市，采取驻
场监管、快检进市场、完善追溯体系等
手段，实施重点监管，管好流通主渠
道。深入开展“寻找笑脸就餐”等活
动，累计创建清洁厨房8 . 3万家，实施
“明厨亮灶”工程3 . 8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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