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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加工品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调味品
肉制品
饮料

方便食品
饼干
罐头

糖果制品
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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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类别 抽检批次 不合格批次 合格率

序号

1

名称
（生产日期或批号）

相忆浓豆奶
（植物蛋白饮料）

2018/3/21

抽样环节

生产环节

被抽样单位

杭州求康食品
有限公司

标示生产单位

杭州求康食品
有限公司

不合格项目

菌落总数

评价标准

GB 7101-2015

抽检类型

监督抽检

一、饮料

附件
4月份食品安全定量检测不合格产品统计表

三、分析及评价：
1、2018年4月份抽样的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调味品、肉制品、方便食品、饼干、罐头、糖

果制品、酒类、蔬菜制品、蛋制品、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豆制品、蜂产品、食用农
产品、餐饮具等品种经检测全部合格 ，总体情况较好。

2、个别饮料中菌落总数指标不合格。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并非致病菌指标。主要用来评价
食品清洁度，反映食品在生产过程中是否符合卫生要求。菌落总数超标说明企业可能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
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或者包装容器清洗消毒不到位；还有可能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储运条件控制不当
等有关。

2018年4月份，全区食品安全监管主要职能部门从种养殖、生产、流通等环节共抽取样品162个批次进
行定量检测，具体抽样检测情况如下：

一、样品分类及合格率情况：
共抽检样品分19个类别162批次，不合格1批次，总合格率99.4%。样品分类及合格率详见下表：

蔬菜制品
蛋制品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水产制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豆制品
蜂产品

食用农产品
餐饮具
合计

14
1
1
3
3
2
2
29
17
162

0
0
0
0
0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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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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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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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

样品类别 抽检批次 不合格批次 合格率

二、检测检验机构：
杭州谱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国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华才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浙江方圆检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等。

2018年4月萧山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检测情况通报

■记者 洪凯 通讯员 陶振雯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区商务（粮食）
局了解到，根据《杭州市萧山区“放心粮油
示范县”创建工作方案》，萧山省级“放心
粮油示范县”创建工作全面启动，将着力

构建供应网络、严格质量检测、健全追溯
体系、建立诚信机制、完善应急体系。

据悉，此次创建工作将通过政府引
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的方式，以质量安
全为核心，以支持“放心粮油”加工示范企
业和示范店建设为主要载体，构建“放心
粮油”供应体系，促进我区粮油市场的繁
荣稳定，保障城乡居民粮油消费安全。

记者了解到，按照省政府建立“放心
粮油”供应网络，积极推进“放心粮油”进
家庭、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军营的
要求，计划在2018年6月底浙江省“放心

粮油示范县”验收前，在全区21个镇街各
建设一家以上“放心粮油”示范店，创建率
达100%。

在此过程中，我区将对“放心粮油”示
范店实行统一编号、统一门店标识、统一
管理制度、统一台账记录、统一服务承诺，
积极培育规模粮食加工企业，签订保障粮
油供应和质量安全责任书，更好地保障城
乡居民粮油消费安全。同时，充分发挥示
范企业、示范店的带头引领作用，提高全
区“放心粮油”整体水平。

其间，各镇街粮食专管员每月对辖区

内浙江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店）粮油
产品索证索票、粮油购销台账登录等情况
进行检查；区商务（粮食）局、区市场监管
局、区物价局、区农业局每季对全区浙江
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店）粮油产品质
量安全、索证索票、明码标价粮油购销台
账登录等情况进行抽查；省、市粮食局对
浙江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店）粮油产
品质量安全、索证索票、明码标价粮油购
销台账登录等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同
时，浙江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店）接受
社会各界的日常监督，监督举报电话：

12312。
下一阶段，全区各有关单位将依据

标准深入推进创建工作，根据职责分工，
围绕时间节点，加强联动、齐抓共管、形
成合力。要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
研究解决创建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
将浙江省“放心粮油示范县”创建工作与

“食品安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心
县”创建等工作有机结合、协调推进。同
时，要加强动态监管，确保创建工作取得
实效。

萧山创建省级“放心粮油示范县”

■记者 靳林杰

本报讯 近日，团区委命名表彰了一
批2017年度萧山区级青年文明号，全区
共有45个来自不同行业的青年集体、单
位获评“2017年度萧山区级青年文明号”。

近年来，我区各级团组织和青年集体

不断深化“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大力弘
扬职业文明，激励广大青年职工立足本职
岗位，提升技能水平，增强创新能力，涌现
出一大批争创一流工作业绩的优秀青年
集体和先进个人典型。此次命名表彰活
动，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区广大青年工作者
刻苦钻研技术、勇于开拓创新的决心。

6月底前 全区21个镇街各建设一家以上“放心粮油”示范店

萧山评选出45家青年文明号

■记者 郭立宏 通讯员 喻琅

本报讯 昨日，2018年萧山区校园足
球超级联赛开幕。区委常委、萧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叶建宏
出席开幕式。

本次校园足球联赛分为春、秋两个赛
季，全区近百支足球队伍参赛，基本覆盖
了萧山所有中小学校。2015年我区被省
教育厅定为浙江省少年校园足球试点
区。截至目前，我区已有全国校园足球示

范学校6所，省校园足球示范学校12所，
其中有5所小学聘请了外教。区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三年内，足球将作为
一项特色课程，在全区所有中小学普及。

据了解，萧山区校园足球联赛，积极
引进专业资源，打造“春季+秋季”的比赛
模式。同时，通过多样化、不间断的宣传
推广，努力扩大赛事影响、塑造专业赛事
品牌，积极将我区校园足球超级联赛打造
成为杭州市乃至全省的样板。

■通讯员 毛源彬 记者 王慧青

本报讯 为切实提高辖区内各单位应
对食物中毒等突发事件处置能力，近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空港分局会同靖江中
心学校、靖江中心幼儿园进行了食品安全
事故应急处置操练。

活动分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和突发事件处理培训两部分，力求让各单
位能真实掌握食品安全中的各项流程操

作，使预案不再纸上谈兵。演练当日，靖江
中心幼儿园以下午点心后两位幼儿出现呕
吐现象为线索，向该分局执法人员进行求
助，执法人员接到报告后，按照预案第一时
间到达现场，及时做好现场封存工作，同时
检查留样食物，做好现场调查。

下阶段，该局还将继续探索适合的培
训方式，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活动，不
断提高辖区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为保障
辖区食品安全构建更加坚固的防护墙。

萧山区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开幕

■通讯员 潘赵丹 记者 王艺霖

本报讯 近日，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
在现有分区块建立综合受理窗口的基础
上，制定萧山区行政审批“无差别受理”实
施方案。区交通运政窗口全力配合实
施。4月以来，运政窗口工作人员积极配
合中心的培训计划，对原商事登记组及投
资项目组专岗人员进行专门指导培训，确

保前台各窗口人员能在最短时间内熟悉
办件流程和收件知识，运政后台支撑人员
也将积极配合。

据悉，“无差别受理”即在区办事服务
中心现有投资项目、社会事务、商事登记
三个区块实行“一窗受理”的基础上，统一
收件标准、统一审批标准、统一服务标准，
让办事群众只进一扇门、只取一个号、办
成多件事。

交通运政窗口积极助力“无差别受理”改革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演练

■记者 杨圆圆

体验岗位：韵达快递物流仓库分拣员
体验时间：5月15日上午5:00-8:00

这个体验岗位，来之不易。
在体验前一天，天气炎热。走在大

街上，我足足找了4个小时。轮番被拒
后，我虽大汗淋漓，但依然没有放弃，朝
着下一个目的地走去。此时，路边恰好
停着一辆黄色的快递电动车，穿着黄马
甲的快递员正坐在车上啃烧饼。我走过
去几步，又退回来：“请问你们公司缺人
吗？”在热心的快递员电话询问过经理
后，我顺利得到了物流仓库分拣员的上
岗体验资格。

刚上手 漏翻了许多快递

15日凌晨5点钟，天刚蒙蒙亮，道路
两旁的路灯还亮着，洒水车行驶过空无
一人的街道。在新华村，挂着“摔货等于
摔饭碗，踩货等于踩品牌！”条幅的荣恒
物流厂房里，各家快递公司都已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

这里是快递配送的最后一道中转
站。满载着快递的长途大卡车往返于各
中转站之间，将配送区域的快递送到这
里，由分拣员将其分拣至对应的区块，并
扫码录入，等待各个区块的快递员收纳
并逐一配送。

“你就分拣808号、27号还有……”
门口停着的大卡车向下伸出滑梯，滑梯
搭上仓库伸出的传送带，车厢里的工作
人员将快递沿滑梯滑到传送带上，并沿
着传送带不断向前传递。在这条简单的
流水线上，两旁均匀分布着10名快递分
拣员，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快递分到
对应的配送区块。23岁的饶敏站在第
一道关卡，一边眼疾手快地分拣快递，一
边向我分配任务。

生产线平直传送带的速度恒定，约
为每秒2米，但传送带上的快递分布疏
密程度不定，看起来简单的操作，我一上
手却手忙脚乱。快递匀速向前，我忙着

逐一翻看快递单上的收货地址，眼速、手
速皆跟不上，不仅漏翻了许多快递，脑袋
埋在快递里，人也下意识地跟着传送带
不断往后走。

高温天 每天分拣约3000件

“第一天都是这样的，不要慌，我在
你后面帮你再筛一遍。”已有三个月操作
经验的饶敏，显然对眼前的工作已经得
心应手。我冷静下来，把面前的流水线
想象成一张试卷，我要做的是能力有限
的情况下，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最大的正
确率。我抬起头，不再纠结于眼前的每
个快递，而是迅速将眼前的快递翻开到
留地址的那一面，眼睛扫视一圈，挑出对
的。

随着时间流逝，我慢慢熟练起来，太
阳晒在身上，仓库的温度也不断上升，对
面的饶敏已经满头大汗。据饶敏介绍，
每天早上都有两卡车的快递运来，快递
件数差不多有3000件。快递分拣结束
后，传送带逆方向将前面错漏未分对的

快递传回来。
快递分拣结束，工作告一段落，我已

经满手灰尘。接下来是蹲下去对分拣好
的快递进行录入，此时已经7点半，快递
员们纷纷来到仓库，等待收件和配送。
录入的同时也是对快递的再一次梳理和
分拣，尽管不属于自身的工作范围，但不
少快递员已经习惯性地上手帮忙，满仓
库都是“嘀嘀”声。

早上8点钟，分拣工作结束，快递员
们将自己配送区块的快递装袋，放上车，
开始一天配送工作，仓库弥漫着工作结
束的欢快气氛。

“江浙沪包邮”“三天到货”，快递为
生活带来了便利，我享受着这些。遇到
快递破损的情况气急败坏，看到快递稳
妥送达觉得理所当然，却从没想过它背
后的运作，这是人力搭起的桥梁。就在
这条简单的流水线上，我甚至碰巧遇到
过自己网购的快递，看着它被分拣，被录
入，被快递员收纳准备派送，我心上顿时
涌上一股暖流。

“见工一日”系列报道之十

快递分拣考验真功夫 眼疾手要快

记者（左一）体验物流仓库分拣员岗位。 记者 张培 摄

■通讯员 李俊 富岑滢 姜昱昀
首席记者 周喆

本报讯 昨日，我区最高气温达到
37摄氏度，刷新今年以来气温最高值。
随着气温升高，降温负荷大幅攀升，导致
用电负荷走高。记者从国网杭州市萧山
区供电公司获悉，当天全区最大用电负
荷达260.7万千瓦，同比上升了18.3%，

相比去年提前1个半月，就已达到该负
荷水平。

为保障市民可靠用电，萧山区供电
公司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保障负荷

“均匀出力”。该公司加强对变电站、输
电线路、开闭所等电力设施巡视检查，
及时消除设备缺陷。同时，应用无人
机、智能巡检机器人、在线监测系统等
高科技、智能化设备，提升运维效率和

质量，保障设备可靠运行。可靠的供电
设施，为市民源源不断输送“清凉”，保
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在此基础上，萧山区供电公司红
船党员服务队主动走访用电客户，优
化用电方案，保障用户生产和节能两
不误。同时，该公司做好 24 小时抢
修值班，提高抢修效率，保障市民生
活用电。

高温天 萧山启用无人机、机器人保障供电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丁水富 冯晓晟

本报讯 16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洪关良一行来到了蜀山街道六个社
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详细了解了街道现
阶段城中村改造的情况，真情慰问了每一
位奋战在一线的征迁工作人员。

当前，蜀山街道以自加压力、负重奋
进的奋斗精神，科学谋划、精心安排的领
导方法以及深入一线、靠前指挥、亲力亲
为的工作作风，顺利完成了今年六个社区

城中村改造评估工作，实现了开门红。
下阶段，街道全体征迁人员要在工作

中一鼓作气、一气呵成，按照制定的工作
计划和“五个当年”要求，力争顺利推进六
个社区城中村改造任务；一个标准、一以
贯之，在推进过程中做到公开、公平、公
正，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一心一意、一呼
百应，树立克难攻坚和服务群众的意识，
在全社会形成支持、服务、保障的城中村
改造良好工作氛围。

蜀山积极推进城中村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