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个核桃”变成了“六仁核
桃”，“康师傅”变成了“康帅傅”，
“雪碧”变成了“雷碧”……肉眼
很难辨别的假冒伪劣和山寨品
牌食品，一直令广大消费者、尤
其是农村消费者头疼不已。

去年12月以来，全市集中开
展为期3个月的农村假冒伪劣食
品专项整治行动。春节期间，记
者在农村拜年时走访了几家小
超市和集贸市场，发现整治后农
村假冒伪劣食品少多了。

联合开展整治行动
我市是如何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

品专项整治的呢？
近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我市印发了《咸宁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农村假冒伪
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和《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
治工作的通知》。

市工商局、质监局、食药监局等
多部门组成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
整治行动工作组，以小作坊、小商
店、小摊点、小餐馆、小商贩等食品
生产经营主体和农村集市、食品批
发市场为重点对象，以方便食品、休

闲食品、酒水饮料、调味品、奶及奶
制品、肉及肉制品等为重点品类，列
出检查清单，严格按照清单逐项排
查，做到拉网式排查全覆盖。对排查
出的问题全部建立台账，实行倒消
号。

将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工
作与双随机检查紧密结合，对小作坊、
小商店、小摊点、小餐馆、小商贩等食品
生产经营主体进行随机检查。

结合非洲猪瘟整治，对全市超市、
集贸市场、小摊贩、冷冻食品经销户开
展全面排查，督促生产经营者履行索票
索证等自律制度。

紧盯风险度高、销量大、群众反映
强烈的品种，突出农兽药残留、重金属、
添加剂等食品安全项目，肉制品、乳制
品、饮料等高风险加工食品强化抽检，
共抽检节日食品279批次。

据了解，全市食药监部门出动执
法人员9941人次，检查农村地区食品
生产主体361个，食品经营主体9676
个，检查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等各类市
场147个。取缔无证生产主体8个，查
处假冒伪劣食品案件82件，收缴假冒
伪劣食品数量7376.2公斤，查处假冒
伪劣食品货值 81 万余元，罚没金额
29.29万元。

假冒伪劣商品难觅

大年初三，张女士和老公孩子到嘉
鱼县廖家桥村，给姑妈拜年。姑妈家小
孩子多，家里各类零食、点心吃得快，一
没有就到家旁边的小超市购买。一天
下来，去了三次。

张女士说，廖家桥村是她老家，
每年都会去几次，去小超市是侄子侄
女必做事项。以前经常看到食品外
包装上布满灰尘，现在都干净整齐摆
放在柜台上。不仅如此，她还曾在这
个小超市看到过一些假冒伪劣商品，

现在也没有了。
家住大楚城的阮先生年前回通山

慈口乡陪父母打年货时，发现市场上的
货物都很正规。

记者在拜年时也走访了几家小卖
部。在咸安区桂花镇的两家小超市购物
时，记者仔细看了看商品的名称、生产日
期等，并没有发现过期或者山寨商品。

据介绍，这几年，农村的侵权假冒
食品很多，无论是休闲食品还是饮料，
都有假冒的，这些冒牌食品大都出自小

作坊，很不卫生，在农村销售，损害了农
民的健康。

不过，自2018年12月以来，我市
开展为期3个月的农村假冒伪劣食品
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冒
伪劣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农村食
品市场秩序，切实保障春节期间农村食
品安全。

这样一来，农民赶集的时候，就不
会买到假冒的食品，农民就能吃得放
心，过年也过得放心了。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小王”咨
询，白色手机数据线用一段时间后，变
得脏了，十分影响美观，但附着在数据
线上的污渍十分顽固，非常不易清洗。
想咨询，如何才能清洗干净数据线呢？

【记者打听】近日，家住温泉御龙
花园的刘女士分享了清洗数据线的小
妙招。

用清洁液，将数据线放在准备好
的毛巾上，均匀地喷好清洁液，然后用
毛巾擦干，会发现数据线上的污渍明
显消失，恢复到洁白状态。

用洗洁精，首先将洗洁精在数据线
上均匀涂抹，然后用手反复揉搓，最后
用水冲洗掉，再用干毛巾擦干即可。清
洗时要注意不要淋湿两端插头。

用牙膏清洗，挤出一点牙膏涂抹
在数据线上，用毛巾沾水擦拭，或者直
接用清水冲洗，再用干毛巾将残留牙
膏擦掉即可。

用白醋清洗，用棉花滴上白醋，顺
着数据线擦拭，最后用湿毛巾擦一下
去味。

需要注意的是，擦拭数据线的过
程中要注意力度，要轻柔，以免把线拉
脱节。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
念 整理）

数据线如何清洗？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小李”咨

询，自己的手机充电越来越慢了，怎样
才能正确给手机充电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手机商场
负责人杨经理分享了手机科学充电的
小技巧。

给手机充电的最好方式是一有机
会就充电，每次充一点电。哪怕只是几
分钟也行，零星时间充电不会损害电
池。长时间的手机运作，系统也会慢慢
变卡，适时的重启会减轻手机的压力，
更好地延长手机的使用寿命。

不要等电池电量完全耗尽后再给
手机充电。所谓的“深度放电”即等电
池电量几乎耗尽时再给它充电，这对电
池损耗极大。尽量让智能手机里面的

锂电池的电量比例保持在65%到75%
之间，这样的话电池的使用寿命是最长
的。

不少人喜欢临睡前给手机充电，其
实这样会导致手机充电时间过长，反而
更容易损坏手机电池。另外，很多地区
夜间电压较高、波动较大，对电池寿命
的维持并没有积极作用。

目前市面上一般的智能手机都可
以随充、随用、随停。不要等手机完全
没电自动关机了才去充电。电池充满
后可持续多充15-30分钟，再多充无
益。特别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使用原装
充电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手机如何科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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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真相

“来来，把包装袋撕开，用开水将碗筷
烫一烫，消下毒。”爱干净的温泉市民郭女
士每次外出就餐时，都会觉得餐具不卫
生。因此，她出门吃饭总有个习惯：不论是
包装着塑封膜的消毒餐具，还是餐厅的固
定餐具，她都会用热水仔仔细细冲洗一下
再使用，甚至还要用纸巾里里外外擦一遍，
称高温可以有效地清洁餐具。

像郭女士这样的人很多。外出就餐
时，他们都会选择先用开水烫烫碗筷，再使
用。

很多餐厅了解了消费者的这一心态，
会在碗筷摆放好后，上一壶滚烫的开水，供
消费者烫洗碗筷。有的餐厅为了提升服务

质量，还会在桌上放一个大碗，供消费者接
烫洗碗筷后的水。

只是，用高温开水烫碗筷真的能有效
杀菌消毒吗？答案其实是否定的。

12日，温泉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苏
医生介绍，出门在外，通过餐具传染疾病的
现象十分罕见，感染性腹泻多数情况是由
于食物本身变质或被细菌污染。常见的病
原体包括轮状病毒、诺如病毒、大肠埃希
菌、霉菌等，少见有甲肝病毒、乙肝病毒、痢
疾杆菌等。

部分病原体对高温敏感，可以通过高
温蒸汽的方法消灭，但是温度要达到
100℃，时长一般维持在20分钟以上。也

就是说，高温消毒要真正达到效果必须具
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作用的温度，另一个是
作用的时间。

“我们在餐厅使用的开水，是远达不到
100℃的高温，而且冲洗持续时间短，根本
无法达到消毒灭菌的目的。”苏医生说，但
用开水烫洗的习惯，也并非是毫无用处
的。高温热水可以冲洗掉餐具表面一定的
灰尘、杂质、洗洁精等残留物。

开水烫是无用功，那么用纸擦，能够擦
干净吗？苏医生称，纸巾有一定的粉尘，而
湿纸巾含有化学成分，用来擦碗，很可能增
多细菌数量。

要想吃得干净，该怎么办呢？苏医生

说，外出就餐，最好选择卫生条件好、经营
状况好的餐厅，这样的餐厅餐具清洗消毒
相对严格，同时食材周转快，不易出现变质
食物。

另外，消费者也要学会辨别产品是否
合格。首先是看包装，看塑封膜上的生产
信息（比如厂址、联系电话、产品保质期等）
是否齐全；看塑封膜表面是否干净无食物
残渣、霉点；其次是闻，撕开塑封膜后，可以
闻餐具上是否有刺鼻、发霉的气味，如果闻
起来有洗洁精或者消毒水的味道，很有可
能是消毒餐具未洗净；第三是摸，如果摸起
来有油腻感、粘手，说明餐具没有清洗干
净。

开水烫碗能消毒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如何保障农村消费品市场安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见习记者 刘念 通讯员 王诚

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工作
开展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发
现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农村地区人群居住分散，食品经营
监管对象点多面广，部分“黑工厂”“黑
窝点”场所隐蔽，监管执法人员不足，难
以完全监管到位。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数量庞大、经营
分散、环节多。一些食品生产经营者守
法意识淡薄，诚信体系和行业约束机制
没有建立起来，生产经营不规范，存在
潜在隐患。

目前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居多，而老

人、孩子对假冒伪劣食品的危害性认识
不够，宣传还有待加强。

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还需要加强，
相互交流沟通机制需健全完善。

对此，该如何解决呢？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称，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将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继续
组织开展地毯式大检查、大排查、大追
查、大收缴，集中力量开展农村假冒伪
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严打重惩、打出
声威、形成震慑、营造氛围，规范农村食
品生产经营行为和市场经营秩序。

对农村所有重点生产经营主体开

展食品安全法律知识和管理知识培训，
提高自律自管能力。同时对食品消费
者开始食品安全及消费知识培训，提高
自我保护能力。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将继续
对重点区域、重点商品进行抽检，严防

“问题食品”流入广大农村市场。进一
步建立食品市场诚信档案，通过建立诚
信档案，把好市场销售关，防范和制止
假劣食品流通，扶持质量好、信誉高的
食品进行市场销售。继续开展市场整
治工作，杜绝假冒伪劣食品，确保市场
供应和食品安全。

建立食品诚信档案

大学生实习补贴迟迟未收到
部门：将陆续发放到位

本报讯 见习记者焦姣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反映，去年他在向阳湖兴兴奶业实习，
但一直没收到实习补贴。

该网民称，他们于去年7月至10月在向阳湖兴兴
奶业有限公司实习，实习补贴申请也早都提交上去，可
是到现在实习补贴还没收到。

对此，咸安区人社局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处理，并回
复：向阳湖兴兴奶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向区人社
局提交了实习登记材料，实习期结束时（2018年 10
月）向区人社局提交了此批大学生实习补贴纸质资料，
但未提交相应的电子文件资料。区人社局根据电子档
案中的实习人员名单确定补贴发放名单，因资料不全，
上批大学生实习实训补贴发放名单内未含兴兴奶业有
限公司实习生。

目前，区人社局已与当事人联系，请其提供电子模
版文件，并安排于下批大学生实习实训补贴名单内进
行发放。实习补贴预计在今年3、4月发放到位。

赤壁一小区违规建筑多
部门：将督促清理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赤壁一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自己家住赤壁市三国美
食城营里二巷附近，该区域有大批量违建建筑。几年
来，违建房不断堵塞消防通道，还严重影响市民出行，
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赤壁市城管执法局高度
重视。该局工作人员回复，经调查，三国美食城（金福
酒店后）位于河北大道延伸段，属于马家湖居民小区。
该小区于2008年该市京珠高铁还建营里社区拆迁安
置小区，因该小区房屋修建早于城管对违规建设监管
期，期间搭建了近七八十个铁棚，大部分搭建属于历史
遗留问题。

由于此处面积范围大，居民较多，营里社区在2017
年成立了马家湖业主委员会，对该小区进行管理。下
一步赤壁市城管执法局将按属地管理的原则，全力配
合相关部门对该区域的违规搭建现象进行清理。

和江春花园不动产证难办理
部门：因相关验收未完成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网民“董”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反映：和江春花园楼盘的不动产证一直未
办理。不知道是何原因，也不知道何时能办下来，希望
相关部门帮助解决。

12日，市国土资源局得知此情况后，立即与湖北
和江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联系。经调查，
和江春花园属湖北和江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开发
项目，位于咸安区车站路。该网民于2017年9月购
房，并办理了按揭贷款。2017年11月，和江春公司为
他办理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同月，该公司为他办
理了预购商品房预抵押登记。

2018年12月，该网民缴纳了房屋维修基金，但开
发商迟迟未办理不动产权证，原因是该项目因规划、消
防等验收工作还未完成，所以该公司目前房地合一的
不动产权总证未申请办理。

开发商承诺将尽快完成该楼盘的验收工作，并向
市国土资源局提交办理不动产权总证的相关资料，该
网民可待开发商办理好不动产权总证之后再申请办理
不动产权分证。

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事项已向该网
民回复。若还有疑问，建议向湖北和江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进一步咨询，了解项目验收工
作的进展情况。

通城一小区配套设备未完善
网民：呼吁细化整改方案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上发帖称，通城县富源小商品市场二0大
夏小区存在房产证不办理、电梯无人检验、消防设施未
完善等问题。

该网民介绍，他是该小区一名业主，7年前入驻小
区，现在房贷已还清，但房产证至今没有办下来。他每
次去问，都是让他等。

该网民说，小区内的电梯无备用电机，也无检验标
志；消防设施未完善，消防栓中无水，烟感等设备未接
通电源，无法正常运行；小区大门、安全监控系统至今
未完善，社会闲杂人员可随意出入小区，去年已发生多
起业主财物失窃事件，对小区业主人身财产安全构成
严重威胁。

2018年8月16日，小区全体业主针对小区存在的
这些问题，向住建部门投诉。通城县住建局到小区现
场进行勘察和调查，于2018年8月14日给予了回复，
但是，时至今日，6个多月过去了，需要整改的地方并
无实质性进展。

该网民表示，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落实整改方案
并细化，尽早将小区的配套设施配备到位，保证小区业
主人身财产安全，并督促相关责任方帮业主办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