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链接

迎接杭州市全国文明城市复评
小餐饮店有哪些监管“短板”待强化？

为了避开高温天气，“小莲花”工地项目部嘱咐奋战在一线的工人们提早进入工地作业，确保午前午后得到充分休
息。图为清晨5点多钟，工人们迎着霞光在工地作业的场面。 通讯员 邵居铭 记者 唐柯 摄迎着朝霞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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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第九届农民书画展启幕

我区召开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更新动员大会

全区农村家宴厨师食品安全知识培训举行

区人大助推“一镇（街道）一品”法治文化建设

永久路背街小巷内后厨排烟筒污秽不堪

民建萧山区基层委员会组织中小学生
走进智慧花乐园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严亚

本报讯 近日，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高卫国带领法制内司工委负责
人一行，先后到蜀山街道、闻堰街道
专题调研“一镇（街道）一品”法治文
化实体项目建设。

“一镇（街道）一品”法治文化实
体项目建设是我区“七五”普法规划
确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我区贯彻
省委《关于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若干
意见》的具体举措。高卫国指出，要
紧紧围绕萧委办﹝2017﹞4号文件提
出的区、镇街、村社三级全覆盖和走
在省市前列的工作目标，突出镇（街
道）、村（社区）两级主体建设，与小城
镇综合环境整治、剿灭劣Ⅴ类水等中
心工作和镇街实际情况相结合。

对下阶段推进工作，高卫国提
出，各镇街及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

“一镇（街道）一品”法治文化实体项
目建设工作，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
制订详细工作计划；先行建设的镇街
要优选建设方案，做好典型示范，以
点带面推动工作全覆盖；有关镇街在
确保项目建设依法依规的基础上，切
实加快推进建设进度。

我区自今年6月全面开展“一镇
（街道）一品”法治文化实体项目建设
以来，目前蜀山、闻堰、瓜沥、靖江、衙
前等多个镇街已启动法治文化公园、
法治教育基地等项目实质性建设。
根据工作要求，我区将通过三年时
间，分步推进，力争到2020年，各镇
（街道）都建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法
治文化中心、公园、广场、街区等阵
地；各村（社区）都建有法治文化长
廊、楼宇、橱窗等阵地，实现区、镇（街
道）、村（社区）三级法治文化景观带
全覆盖。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为规范全区残疾人机动
轮椅车管理，巩固深化我区“非法营
运，非法上路”车辆集中整治成果，14
日上午，我区召开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更新动员大会。

此次残疾车更新工作将按照
“更新自愿、统一部署、集中实施、安
全有序”的原则开展，更新的对象是
具有萧山区户籍，持二代《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下肢残疾人合
法所有的以汽油发动机驱动的残疾
人机动轮椅车，本次自愿报废旧车、
同时购置指定新车并上牌的持证残
疾人车主。为确保残疾车质量，保
障残疾人行车安全，尽可能满足车
主不同需求，残疾人自主选择代步

车型，可以选择规定的三组共5款
车型。

更新采取“交旧、购新、补贴”的
有偿更新方式进行，由区“两非”车辆
整治办公室发布残疾车更新公告，与
残疾车主签订相关协议，明确交旧时
限，残疾人自主选择购买规定型号的
更新车辆，区财政给予一次性购车更
新补贴。

会议要求，到7月底前，各镇街
和有关部门要把残疾车更新工作作
为阶段性重点工作来抓。各镇街是
残疾车更新工作的责任主体，要负责
做好本辖区内残疾车主的调查摸底，
更新协议签订及更新工作的具体实
施；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做好残疾
人购车、培训、上牌等工作，如期完成
残疾车更新任务。

■见习记者 王艺霖 通讯员 张莹

本报讯 14日，民建萧山区基层
委员会组织金泰苑社区近30名中小
学生走进智慧花乐园，此次活动也是
民建萧山区基层委员会走进会员企
业的其中一项。

当天，孩子们在乐园内锦绣苑
认识了多种多样的珍贵花草，尝试
了妙趣横生的飞天魔毯。随后，体
验了乐园明星项目——十二宫植物
迷宫，融合十二星座元素，通过打卡
的方式进行定向运动和寻宝游戏，
在一小时活动时间内，孩子们完成

了挑战。夏日炎炎，园区内水枪大
战项目也成为他们的最爱。玩累
了，就到欢乐农场采摘小番茄，一口
一个，酸甜可口。

智慧花乐园位于湘湖三期内，总
占地面积12.46万平方米，以“自然”
和“亲子”为主题，也是一个青少年大
型户外体验式培训基地。

“希望孩子们通过此次活动，体
验健康向上的童年乐趣，更近距离地
接触大自然。”民建萧山区基层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他们将继
续开展相关公益活动，为建设和谐萧
山作出更多贡献。

■通讯员 蒋一冬 记者 王慧青

本报讯 近日，2017年度全区农
村家宴厨师食品安全知识培训举行，
旨在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宴厨师的食品
安全知识水平，保障农村集体聚餐的
食品安全，有效预防食物中毒和食源
性疾病的发生。这已是区市场监管局
连续4年免费培训农村家宴厨师。

此次培训围绕“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和“食物中毒预防知识
及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与报告”展
开，授课老师对餐饮食品制作加工过

程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隐患进行了
详细讲解，尤其是结合食物中毒的案
例，对农村家宴过程中食品卫生和食
物留样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对国家
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
内容作了说明。此外，对农村家宴的
申报程序，从业人员健康体检，食品
原料采购与贮存，餐饮具消毒等操作
流程进行了介绍。

培训结束后，区市场监管局对参
训人员进行了食品安全知识水平测
试，并为测试合格人员颁发了《家宴
厨师培训合格证》。

■记者 郭立宏

本报讯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近日，“萧山精神·美丽萧山”萧
山区第九届农民书画展在江寺民俗
文化园启幕。

书画展共展出来自全区社会各
界人士和书画爱好者的67幅书法作
品、57幅绘画作品。作品以“萧山精
神·美丽萧山”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主题，以最美萧山人、地、事
为重点，反映现实生活，弘扬社会正
能量，充分体现了萧山传统文化内涵
和书画艺术特色，充分表达了我区广
大书画爱好者对“萧山精神”的崇敬，
对“美丽萧山”的祝愿，展示了盛世萧
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了萧山人民
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展览将持续到本月
27日。

店内卫生达标吗？

在永久路上一条背街小巷内，记者走
进一家未挂招牌、主要经营重庆风味食品
和各类早餐的小餐饮店，发现就餐区域与
烹饪操作区域没有任何隔离，操作台上各
类调料、腌菜等全部敞口放置、毫无遮盖，
店门也敞开着，苍蝇“来去自如”，餐桌上也
没有按照要求摆放“文明餐桌指示牌”。店
门口的冷藏柜里，食材与炊具、饮料瓶等杂
物混成一团，完全成了个“杂物柜”。

走进育才路西侧的“咭味哆炸鸡汉堡”，
记者来到后厨，发现操作台上有未及时清理
的油污，厨具比较油腻，用过的碗、盘等随意
堆放在操作台上。地面有水渍、油渍，记者
转身离开时险些滑倒。

店面周围整洁吗？

记者发现，永久路上一条背街小巷内
的后厨排烟筒多被油污“包裹”，大块已经
变黑的油污黏在排烟筒和店铺外墙上。
在永久路旁两间烧烤店前，记者看到，店
前停放着电动三轮车，存在违规占道问
题；店前的垃圾桶上面挂满了黑色的油
渍、污渍，桶身也破损了。抬头望去，“北
干一家烧烤烤鱼”和“七里香烧烤烤鱼”的
招牌也都斑驳破损、油渍斑斑，甚至粘上
了不少树叶。

在暗访育才路上小餐饮店时，记者发
现育才路西侧的背街小巷卫生情况堪忧：

该巷内普遍存在店铺于后门前乱堆杂物现
象，其中，“沙县小吃”将烹饪用具和清扫用
具、垃圾桶摆在一起，地面肮脏，污水横流，
地表排污沟早已淤积，还能看到“新鲜”的
厨余垃圾。

新桥头社区内，一家名为“阿东酸菜鱼
馆”的小餐饮店将部分厨具和处置台设在
门前，不仅违规占道，处置台本身还沾满了
食物残渣，油腻不堪。该社区还存在一个
普遍性的卫生隐患：大量垃圾散放在弃置
点门前甚至门外，发出剧烈异味。

各类证照齐全吗？

在记者暗访的十余家小餐饮店中，仅
有一家能够按照规定设立“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督公示牌”，并按要求公示《营业执
照》、服务人员健康证、监督电话等相关证
照、信息，其他店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证照
不全问题，如北干一苑路上的“渔家傲农家
菜”未能出示服务人员健康证；育才路上的

“阿儒餐馆”虽能提供证照，但未按照规定
设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公示牌”对证
照进行“上墙”公示，“咭味哆炸鸡汉堡”同

样存在“证照未上墙”问题，还未能出示服
务人员健康证。

更有甚者，不仅没有设置“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监督公示牌”，当检查人员要求其出
示相关证照时，管理者竟无法提供任何证
照或提供证照已过期，属于完全无证无照
经营。如永久路上一条背街小巷内的“传
成饭店”，店内虽悬挂“食品卫生信息公
示”、标出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等
级，但该公示为旧版，已经作废，店主也无
法当场提供任何其他证照。

店内管理合规吗？

在永久路上一条背街小巷内的“传成
饭店”内，记者发现角落里的灭火器落满
灰尘，有锈蚀痕迹，且店内没有按规定设
置消毒柜；在北干一苑路上的“渔家傲农
家菜”内，记者发现消毒柜有挪作他用现
象；在育才路西侧的“阿儒餐馆”，记者发
现店内摆放了消毒柜，但没有使用迹象，
店铺负责人称“消毒柜漏电了，正在修
理”；“沙县小吃”的消毒柜摆放在店面外，
没有投入使用。

永久路背街小巷内，一家无证、无照、无招
牌小餐馆的操作台

■首席记者 洪凯

本报讯 12日，2017中国增材制造大
会暨展览会（以下简称AMCC2017）新闻发
布会在萧召开，宣布中国增材制造大会会
址永久落户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萧山增材
制造业迎来新机遇。省、市、区相关领导以
及杭州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航天
科工集团增材制造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出
席新闻发布会。

高规格、国际化
300余家单位参展

7月28日-30日，AMCC2017将在杭
州国博中心举行，本届展会实现“首个由政
府主管部门指导的高端展会”+“国家级联
盟首次举办的专业盛会”两个首创记录，将
全面展示增材制造全行业在技术创新和示
范应用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宣传、推介
增材制造技术、产品以及优秀的解决方案，
搭建起政企对接、产研对接、产融对接、产
需对接的高规格、国际化的展示和交流平
台。

经过近6个月的筹备，目前已有中石
化、先临三维、铂力特、三迪时空、华曙高
科、鑫精合、航天科工、中航天地、太尔时
代、上海联泰、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等国

内外300余家单位确认参展，展示增材制
造行业全产业链技术、产品与应用领域，展
览规模预计达到20000平方米。

七大展区
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现场体验

AMCC2017以“增材制造 智造新动
能”为主题，以“智能、智造、智慧”为办展核
心。展会将围绕全球增材制造产业技术发
展趋势、我国增材制造产业技术发展战略
与路径及增材制造行业应用现状，集中展
示我国增材制造企业发展态势与商业模式
创新。

作为国内增材制造产业技术产品展
示权威平台，AMCC2017以新颖的形式
推出综合展区、核心装备及部件展区、专
用材料展区、技术应用展区、服务支撑展
区、科普互动展区、高校展区等七大特色
展区，产品涵盖3D打印机、三维扫描与软
件、3D打印材料及技术、3D打印服务等多
样展示。在互动体验区，3D打印+智能
机器人、3D打印+VR/AR体验、3D打印+
3D照相、食品3D打印、3D打印笔体验和
3D背景墙合影留念等妙趣横生的现场互
动活动，将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现场体
验。

中国增材制造大会会址永久落户国博中心
2017中国增材制造大会暨展览会本月28日-30日举行

增 材 制 造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M)技术是采用材料逐渐累加的方法制
造实体零件的技术，相对于传统的材料
去除-切削加工技术，是一种“自下而上”
的制造方法。近二十年来，AM 技术取
得了快速的发展，“快速原型制造(Rapid
Prototyping)”“ 三 维 打 印 (3D Printing)”

“实体自由制造(Solid Free-form Fabrica-
tion) ”之类各异的叫法分别从不同侧面

表达了这一技术的特点。
增材制造技术是指基于离散-堆积

原理，由零件三维数据驱动直接制造零
件的科学技术体系。基于不同的分类原
则和理解方式，增材制造技术还有快速
原型、快速成形、快速制造、3D打印等多
种称谓，其内涵仍在不断深化，外延也不
断扩展，这里所说的“增材制造”与“快速
成形”“快速制造”意义相同。

30余名青年志愿者走进安置房建筑工地

■记者 郭立宏

本报讯 近日，一场“青春为民，
助力城中村改造”志愿者慰问活动走
进兴议村安置房建筑工地，来自区建
设公司、区档案馆、区烟草局、区气象
局、新华书店、国泰建设集团等单位
的30余名青年志愿参加此次活动，
为建筑工人送上300余份避暑纳凉
慰问品。

活动现场，志愿者将一份份装

有《建筑工地安全注意手册》、藿香
正气水、风油精、毛巾等的慰问品送
到建筑工人手里。城中村改造项目
部负责人对志愿者表示感谢，他说，
工人们在室外挥汗如雨，这样活动
让他们感受到关心和温暖，从而更
加有信心、有动力去做好自己的工
作。

此次活动由区级机关团工委主
办，城区建设公司承办，得到了区直
机关党工委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