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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 文

□ 本报记者 杨润勤
本报通讯员 颜成霞

“手机上一点，就蹦出了‘ 笑脸饭
店’，方便、快捷又放心，真不孬。”“ 过
去不知道让孩子去哪家小饭桌才放心，这下
好了，手机一点，显示出来七八家‘ 笑脸小
饭桌’。”这是记者日前在青岛市五四广场
听到两位市民的议论。

在这两位市民的指点下，记者登录青岛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官方微信qd12331，在“ 微
服务”一栏里点击“ 食安地图”进入“ 食安

笑脸地图”平台，首个页面里出现“ 附近笑
脸餐厅”选项。点击进入，页面上显示“ 周
边共有776家餐厅”，还有快乐托管中心等
小饭桌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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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上面还有导航键，
可以利用卫星导航系统将消费者引导到该就
餐场所。

这图是如何“ 冒”出来的？该市食药监
局局长孙利国说，“ 食安笑脸地图”依托的
是餐饮服务量化分级管理数据。近年来，青
岛对全市2万余家持证餐饮单位进行了动态
等级评定，将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管理状况分
为优秀、良好、一般三个等级，分别用大
笑、微笑和平脸三种卡通形象表示。根据等
级评定结果，推行了“ 寻找笑脸就餐”行
动，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消费者到食品安全管
理状况好的饭店就餐。“ 食安笑脸地图”就

是“ 寻找笑脸就餐”工作的大数据版本。通
过地图，一是可以及时实现信息公开，有效
保护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知情权；二是可以
引导消费者用脚投票，倒逼餐饮行业诚信自
律、改造升级。

据了解，早在2012年，济南就推出了
“ 寻找笑脸就餐”。当时济南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公示了首批食品安全量化分级评定
餐饮单位1193家，评定为优秀等级的公示牌
中伴有一个大大的绿色卡通“ 大笑”脸，良
好等级的是黄色卡通“ 微笑”脸，而一般等
级的是红色卡通“ 平脸”，还把这些“ 脸”
挂到了店门口。当时，在省城引起不小反
响，特别是“ 平脸餐馆”觉得“ 没脸”，纷
纷进行整改，消费者的餐饮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之后，济南的经验被推向全省，“ 寻找
笑脸就餐”成为消费者就餐前的安全选择，
也成为我省一张“ 食安名片”。

随着手机和网络的普及，人们开始随时

随地获取各种信息，如何把“ 食安笑脸”搬
到手机上，食品监管部门进行了探索。2015
年，省食药监局与媒体联合举办了“ 万人笑
脸墙活动”，消费者在参加活动的餐厅拍摄
上传以“ 量化分级笑脸”为背景的人物创意
照片，通过手机客户端上传，由大众网将收
集到的照片制成“ 万人笑脸墙”并通过网络
展示。

毫无疑问，此次青岛的“ 食安笑脸地
图”，在为消费者提供便捷服务、倒逼餐饮
行业提升水平上又进了一步。青岛食药监局
相关负责人说，“ 食安笑脸地图”上线仅仅
是一期工程，接下来还要把“ 微笑”“ 平
脸”饭店全部纳入地图，并进一步充实饭店
美食信息、“ 食安亮化”信息、消费者点赞
评价等信息，还要补充饭店日常监管信息、
追溯信息、投诉举报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等
内容，让这张图真正成为百姓舌尖安全的

“ 另一只眼睛”。

动态等级评定 智能服务引导

“食安笑脸地图”倒逼餐饮行业升级

□李文明 张琦 伊吉美 报道
本报沂源讯 绿色、有机蔬菜有多好？

近日，记者在沂源县成和商厦见识了这些产
品的价值和魅力。在这儿，记者看到一般西
红柿卖4元/斤，贴着“ 西辽”标志的卖8元/
斤，购买者却络绎不绝。一位正在选购的顾
客说：“‘ 西辽’蔬菜品质好，西红柿生吃
酸甜可口，吃着放心，贵点也愿意买。”

“我们从来不打农药，你看，这粘虫
板、杀虫灯，都是物理杀虫；那边，我们的
工人还在手工拿青虫，所以我们的蔬菜吃着
绝对放心。”记者来到沂源县悦庄镇西僚军
埠村，探访“ 西辽”蔬菜的生产过程。生产

基地负责人周庆海介绍说，从一开始建棚，
他们就确定生产绿色、有机、高端蔬菜的目
标，打造“ 西辽”蔬菜品牌。

以提高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省级食品
安全先进县沂源力推蔬菜供给侧改革，推行
绿色精细化生产方式，有机蔬菜、品牌蔬
菜、订单蔬菜变成了产业的新常态。

在悦庄镇南营村，沂源清珍源果蔬合作
社的蔬菜大棚施用沼液发酵成的生物有机
肥，种植的黄瓜、西红柿等蔬菜秧苗已有20
多厘米高。“ 虽然这些菜离上市还有一段时
间，但是来自济南、青岛及县城各大超市的
订单已经满了。”合作社理事长耿国梅介

绍，“ 从蔬菜良种、农家肥、农用机械购
买，到田间管理、农残检测、蔬菜销售，合
作社社员统一标准。”

据悉，“ 中国有机韭菜第一镇”悦庄镇
率先发力于蔬菜供给侧改革，大力实施蔬菜
生态化生产、品牌化提升工程，推广水肥一
体化、绿色控害、秸秆综合利用等绿色生产
技术，引导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打造绿色品牌基地，构建起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先后认证“ 三品一标”农
产品6个。同时融合农村电商、采摘游等新业
态，推动蔬菜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使有机绿色蔬菜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

绿色生产让沂源菜农获得大市场

□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提高超市肉类、蔬菜等食用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保障百姓的消费安全，推进济南放心肉菜示
范超市创建，4月23日上午，济南市食药监局开展了食品
快速检测能力竞赛。

省城多家超市、市场的快检人员参加了竞赛。竞赛主
要分为标样一致性快速检测和盲样快速检测，现场快检的
主要对象是菜和肉，各个岗位需要运用自己的业务知识进
行实践演练。获得一等奖的超市分别为：大润发、银座集
团、海鲜大市场；二等奖为济南家家悦、家乐福、华润万
家济南店、匡山农产品交易市场；三等奖为沃尔玛、维尔
康批发市场、济南华联。

济南市食药监局食品流通监管处处长姚华介绍说，济
南市肉菜示范超市的创建标准是“三个放心”，通过检测达
到质量安全放心，通过追溯达到责任传递放心，通过先赔达
到消费索赔放心。此次食品快检技能竞赛目的是提高技能，让
省城肉菜示范市场更放心，让百姓多一些“舌尖上的幸福”。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王洋 李增席 报道
本报潍坊讯 4月17日，潍坊市潍城区企业文化建设

暨《 瑞福油脂企业伦理宪章》启用新闻发布会召开。瑞福
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崔瑞福表示，瑞福油脂秉承“ 有
质量就有市场，有诚信就有未来”的发展理念，成功打造
了国内食品业知名品牌，企业竞争力越来越强。

瑞福油脂公司是全国最大的芝麻制品公司，近年来，
瑞福公司在“ 食安山东”品牌建设中，通过倡导企业伦
理，与供应商之间、与销售商之间、与消费者之间、与股
东之间、与员工之间、与政府之间形成伦理道德与诚信，
更好地担负起社会责任，让社会更加和谐。

省食药监局负责人介绍说，2014年4月，我省在食品
领域启动开展品牌引领行动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组织开
展了一系列品牌创建、示范引领和产业提升行动，涌现出
一大批安全放心、公众认可的优质品牌和优势企业，瑞福
油脂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记者 李文明
通讯员 李海军 报道
本报德州讯 4月17日，德州市陵城区

员友蛋糕加工坊内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作
坊负责人罗员友正忙着安排给城区超市送
货，他不时提醒员工：“ 不管给哪家单位送
货，都不要忘记开‘ 单子’”。

罗员友所说的“ 单子”，是陵城区食药
监局在全区食品加工小作坊中推行的“ 一票
通”。陵城区各类食品加工小作坊共有238
家，其生产条件和工艺水平参差不齐，存在较
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如何更好地加强对小作
坊的监管，一直是摆在监管部门面前的难题。

今年1月，陵城区食药监局推出了食品
加工“ 一票通”监管制度，对该区符合备案
条件的食品小作坊，专门设计印制统一编
号、统一格式、统一内容的食品生产加工专
用票据，登记内容涵盖产品名称、规格、生
产日期以及购货者名称、购货时间等，一式
三联。按照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销售时
必须向购货者出具这样的销售凭证，有效保
证了食品小作坊的产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

省城举办食品快检能力竞赛

瑞福油脂发布

“企业伦理宪章”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栾振兴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我省启动2017年医疗器械专项整

治行动，对社会反映仍然较为集中的注射用透明质酸钠、
定制式义齿、隐形眼镜、避孕套产品开展专项整治，打击
无证生产经营、生产仿冒品牌和无证产品、销售使用无证
产品、篡改说明书标签标识等不法行为，严厉查处、曝光
违法违规行为。

对检验不合格的产品，责成相关生产企业立即召回，
对不符合项目进行风险评估，根据缺陷项目的严重程度主
动扩大召回范围并公开召回信息。生产企业所在地市局对
企业召回情况进行监督，督促企业查明原因、制订整改措
施并限期整改，必要时可以采取暂停生产、责令召回的紧
急控制措施，并进行行政处罚。

医疗器械专项整治行动开始

□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5日，全球闽籍珠宝工商总会山东

分会在济南成立。
据业内相关人士介绍，实现珠宝产业的良性发展，必

须从供给理念、生产方式、管理手段、市场拓展、营销策
略、发展模式等多个方面进行。该分会将通过创新服务，
实现转型升级，构建珠宝+互联网、产业发展基金等新的
平台，为珠宝行业增强自信，鼓劲加油，把脉导航。

全球闽籍珠宝工商总会

山东分会成立

陵城“ 一票通”

破解小作坊监管难

□通讯员 刘有锋 王君利 报道
本报招远讯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

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4月13日，招远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走进张星学校，向全
校师生讲解了十大垃圾食品及其危害，为该
校1780余名学生做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

为提高广大学生群体的食品药品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今年年初，招远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将在学校定期巡回开展饮食用药
安全讲座确定为年度常态化工作之一，并在
全市学校中重点设立了10处食品药品安全科
普宣传站，以点带面，让食药安全的理念深
入师生心中。据悉，今年1-3月份，招远市
市场监管局监管人员到39所学校进行了食品
安全知识宣讲，学校覆盖面达到90%。

招远建学校食药品

安全科普宣传站

博兴县草柳编工艺品
编织业历史悠久，被文化部
命 名 为“ 中 国 草 柳 编 之
乡”，柳编和草编还分别入
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和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目前，该县的草柳编
产品已出口至韩国、日本、
美国、法国等40多个国家和
地区，出口花色品种达到10
万多个，年出口额达1 . 5亿
元。

今年以来，博兴县加大
开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市场，让草柳编工艺品出口
额持续增长。据统计，今年
第一季度，该县草柳编工艺
品实现出口额2835万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8 . 62%。

□陈 彬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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