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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我市开展肉及肉制品集中检查

发现案源一经查实 一律从严从重处理

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五条规定，“生产经营无标签的

预 包 装 食 品 、食 品 添 加 剂 或 者 标

签 、说 明 书 不 符 合 本 法 规 定 的 食

品、食品添加剂”，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

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

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

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

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

证。

相关链接

经营未经检验的肉类
制品尚不构成犯罪的、
情节严重的将被拘留

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三条规定，“经营未按规定进行

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

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

的肉类制品”，尚不构成犯罪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

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 15 倍以上 30 倍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

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 日

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

经营无中文标识的
食品、情节严重的将责令
停产停业

为保障老百姓“五一”节期间吃得
放心，严厉打击假冒伪劣食品违法行
为，4月 29 日至 5月 1日，市食药安办
组织各县（区）、园区食药安办、市农业
局、市公安局、市食药监局，从加强源头
管控、强化联合执法、着力市场监管三
方面，对全市肉及肉制品开展了全面排
查治理。

经过为期3天的集中排查治理，全
市发出责令整改书、监督意见书 150
份，发现涉嫌经营未经检验检疫、“三
无”食品、违反标签标识管理规定等食
品案源5件，查封扣押涉案食品280件
（袋）。

“通过检查发现，全市农贸市场、

冻库及餐饮企业生产经营销售使用行

为，总体上比较严格、规范，但也存在

食品经营企业及餐饮服务单位索证索

票制度落实不到位；食品经营企业及

餐饮服务单位三防设施缺失，清洁卫

生条件差、可能造成食品交叉污染；部

分食品经营企业在经营销售冷冻食品

时未按照规定条件储存；部分食品从

业人员现场无法提供体检证明等问

题。”市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针

对这些问题，食药监管部门都及时发出

了责令整改书、监督意见书。下一步，

将开展排查工作“回头看”，确保发现问

题整改落实到位。同时组织各县区局、

分局召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及餐饮服

务单位开展食品安全培训，指导服务企

业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规范从

业人员食品安全生产经营行为。

针对个别食品经营企业经营的部

分冻肉及其制品存在未经检疫，涉嫌

非法进口的问题，市食药监局负责人

明确表示，对排查发现的可疑肉及肉

制 品 ，一 律“ 零 容 忍 ”，从 严 从 重 处

理。涉及犯罪的线索将及时移送公安

部门立案查处，并加大曝光力度，形成

有力震慑。下一步，市食药监局将强

化与农业、海关、公安的协作，构建多

部门全链条监管格局。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4 月 29 日，市食药安办、市食

药监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局执法

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先后对市城区

铁货街、南小区、南大水产品批发

市场的肉及肉制品农贸市场、冻库

进行了检查。

在南小区的南门鲜冻食品经

营部，检查组发现，该店里面的一

个冻库有数十件英文包装的肉，这

数十件肉根本没有中文标识，老板

也不能提供相关票据和检验检疫

证，因此，“怀疑可能是走私肉”。

随后，检查组立即通知船山区

食药监局现场处理。经船山区食

药监局南津路食药所执法人员检

查，现场查封 43 件涉嫌无中文标

识、未经检验检疫的肉制品。

“零容忍”处理 从严从重处理非法进口肉制品

执法人员检查冷冻食品批发配

送中心

执法人员到农贸市场检查

执法人员进餐饮企业后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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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集中检查，农业部门重点排查

了全市所有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其他取

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畜禽屠宰企

业自用冻库有无代宰代冻犬只、犬产品

行为。公安机关重点检查了全市肉类

食品存储冻库，并向生产经营户宣传告

知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违法犯罪法

律知识。食药监管系统重点检查了农

贸市场、冻库及餐饮企业等有无生产经

营销售使用有毒有害肉及肉制品。

“‘五一’小长假期间，为确保市民饮

食安全，全市食药监系统组成 46 个检

查组，奔赴农贸市场、冻库及餐饮企业

开展了肉及肉制品排查工作，重点检查

了有无生产经营销售使用有毒有害肉

及肉制品等情况。”市食药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

据悉，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全市共

出动执法车辆 157 台次、执法人员 556
人次，检查食品生产企业 17 家、农贸市

场 98 个、超市 53 家、冻库 241 个、餐饮

服务单位及食品经营店 821 家、卤菜

店、流动肉摊 333 处，发出责令整改书、

监督意见书 150份，发现案源 5起。

奋战3天 重拳出击发现食品安全案源 5起检查首日
某经营店内
查封 43件“问题”肉

泰国美食风情节
开启假期模式

作为国内商业地产领头羊的万

达集团，在遂宁呈现的万达广场自开

业以来，每一次假期活动都没有让遂

宁市民失望，今年“五一”的泰国美

食风情节更是让市民十分期待。 4
月 28 日，遂宁万达广场“五一”小长

假活动第一天开启，就吸纳了全市人

的目光，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晚上，消

费者、市民纷纷到现场共享这次节日

的盛宴。

终于等到泰国人妖皇后出场，这

场由“他”们演绎的异域风情节将观

众和市民的热情引致最高点，精彩的

表演，亲和力的巡场，让消费者仿佛

置身于泰国的表演现场，与“他”们

的合影、与“他”们的互动，都让消费

者和市民大呼过瘾。这个“五一”，

遂宁万达广场给遂宁人民打造了一

个不一样的节日感受，也得到消费者

和市民的一致关注和好评。

最受消费者和市民期待的就是

黄日华见面会，无论是曾经憨憨的靖

哥哥，还是豪气冲云的乔峰，黄日华

成为许多观众心中的“男神”。 4 月

29 日当天，市民簇拥得万达广场上

中下三层水泄不通，老中青年龄层纷

纷到场，只为一睹黄日华的真容。下

午三点，一曲《中国人》将黄日华带

到了观众面前，与大家握手、拍照、

做鬼脸……完全没有影视剧中的距

离感。

五一营销大手笔
活动引爆全城

对于商场来说，一年中有两个假

期的商机绝对不容忽视，一个是五

一，一个是十一。而遂宁万达广场为

了让遂宁市民、广大消费者感受到五

一促销的冲击力，在 4 月 28 日将五一

现场活动集中点燃，以多系列活动给

遂宁消费者和市民带来了一场节日

的视觉盛宴和购物狂欢节，商场活动

覆盖全场数百个知名品牌的集体参

与，黄金珠宝、服饰鞋靴、户外运动、

快时尚、餐饮娱乐等众多品牌店都在

五一推出不同的活动吸引消费者眼

球。

夏品时尚秀、泰国风情节、明星

见面会、劲爆音乐节，还有与孩子们

息息相关的跆拳道、舞蹈、童声演

唱、等文艺汇演，劲爆的泰妖巡场和

表演吸引现场消费者和市民围观，更

有热情的市民全程跟随并拍照、录视

频发朋友圈，孩子们围绕着小丑先

生，观赏他带来的精彩泡泡秀、互动

游戏巡场，以及孩子王的童乐会、户

外瑜伽课堂，年轻人关注的集体求婚

现场。如此丰富多彩的节目筹备一

档接一档地献礼“五一”、如此全面

的活动内容直击所有年龄段人群关

注焦点，又怎能不吸引市民的目光？

又怎能不令现场的消费者们久久驻

足，不忍离去？

据了解，遂宁万达广场此次“五

一”活动引爆全城，成为小长假三天

里人气最高的好去处，“五一”黄金

周的热情慢慢褪去，但遂宁万达广场

的活动仍在继续，本周末，商场的夏

品促销、美食节、娱乐项目等品牌活

动期待您的光临品鉴。

（遂宁万达广场更多活动可至商

场服务台咨询了解。） （姚红英）

本报讯 年复一年，环卫工人们

默默无闻地工作在保洁一线，用自己

的汗水换来城市的洁净。在五一劳

动节前夕，中环电影城邀约我市环卫

工人免费观影体验。

据了解，很多环卫工人第一次走

进电影院，震撼逼真的电影效果让他

们大开眼界。据中环电影城的工作人

员介绍，从影城入驻遂宁开始，一直都

有邀请环卫工人免费观影的活动。本

次五一免费观影活动的发起，首先是倡

议广大市民网友积极行动，其次是希望

大家从自己做起，尊重环卫工人劳动

成果，爱护城市环境。

“在这里看确实和家里看电视不一

样，很感谢商家赠送给我们的免费电

影。”四川亮洁环卫工作人员张大姐告

诉记者，她从事环卫工作 3 年多，工作

很辛苦，以前只看过露天电影，如今环

卫工人越来越得到重视，这是她继续工

作的一个动力。 （杨雪）

近日，业之峰装饰独有的“蓝钻

工程”升级再升级，它起源于欧洲专

业的现代工程理念，包括材料质量保

障系统、工艺保障系统、环境保障系

统和管理保障系统四个有机模块，专

注于整个施工过程的系统化。不仅

如此，蓝钻工程每年还会不断升级，

通过引进新型环保材料及研发先进

工艺，始终以四大质量保障系统领引

家装品质国际化，为广大消费者带来

安全环保的健康之家。

所谓蓝钻工程，是源于欧洲最先

进的施工和管理理念，包括工艺质量

保障系统、材料质量保障系统、环境质

量保障系统和管理质量保障系统四个

有机模块，专注于整个施工过程的系

统化，是目前国际上最新的和最具系

统性的家庭装修施工和管理标准。

以管理质量保障系统为例，从现

场交底到竣工验收，都是由业之峰专

业化、年轻化、高效化的工程质检团

队监督完成。每一种材料、每一道工

序、每一项工艺，点点滴滴，分分厘

厘，为客户把关，为客户着想。依靠

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保障工程质量，

告别无标准作业装修时代。业之峰

装饰的这一举动，为家装行业树立了

标杆，带动了整个行业施工水平和管

理水平的提高，也标志着业之峰确立

了在行业施工领域的领导地位。

虽然已经是行业领先，但业之峰

装饰集团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每一年，蓝钻工程都会添加一些新的

材料或工艺。在 2017 年，蓝钻工程

就全面升级为“蓝钻超级工程”，加

入了“11 大蓝黑科技”，覆盖水、电、

木、瓦、油、察 6 大方面。这“11 大蓝

黑科技”分别是：PP-R 抗菌保温给水

管、三腔联体电工套管、理想防水型

旋接端子、节能环保双绝缘阻燃家装

专用电线、德系吊顶工艺、墙地面双

层防水工艺、墙砖薄贴工艺、墙顶面

防霉抗菌型腻子、纸质金属墙面阴阳

角 护 角 、工 地 摄 像 头 和 工 程 管 理

APP，它们全部是业内领先的最新材

料和工艺，能让您的家装更加安全、

美观、耐用。

“为难自己，成就客户”是业之峰

始终不变的服务理念。业之峰的“蓝

钻工程”，通过不断地创新和升级，致

力于打造国内家装行业领先的施工标

准，不断引领行业进步，从而为消费者

带来更新、更好的装修服务。

（了解业之峰装饰更多蓝钻工程

升级细节和功能，可至遂宁业之峰装

饰公司咨询了解。） （姚红英）

业之峰蓝钻工程再升级
打造安全环保健康的家

中环电影城邀我市环卫工免费观影

遂宁万达广场

泰国风情节引爆全城

遂宁市船山区各相关单位、企业及
个体工商户：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政策规定，

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停征计量强

制检定收费，需强制检定的企业

( 单位 ) 请到遂宁市质监网（http：//
221.237.22）办事指南下载《遂宁市

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备案、申请检定

申报表》一式三份，并提供营业执

照复印件并加盖鲜章交船山区工

商管理和质量监督局计量认证与

标准化股 (明月路 168 号市工商局

704 房间 )。
特此公告

遂宁市船山区工商管理和质
量监督局

2018年 5月 4日

公告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遂宁人都去了

哪里？除了近郊游，最火爆的就是遂宁万

达广场现场，丰富多彩的节目、免费品尝的

美食、备受期待的明星见面会、妖娆多姿的

人妖皇后……连续三天，时至凌晨，万达广

场消费和观赏的市民仍未散去。

这个“五一”，万达广场为遂宁市民精

心打造的吃喝玩乐购一站式购物环境让大

家购开心、玩畅快、嗨到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