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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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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类和膨化食品
糖果制品
酒类

蔬菜制品
水果制品
水产制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糕点

豆制品
蜂产品

食用农产品
合计

抽检批次
22
5
18
20
9
17
6
21
26
22
12
5
2
4
25
8
4
32
258

不合格批次
0
0
0
0
0
1
0
0
0
1
1
0
0
1
0
0
0
0
4

合格率
97.1%
100%
100%
100%
100%
94.1%
100%
100%
100%
95.5%
91.7%
100%
100%
75%
100%
100%
100%
100%
98.4%

序号

1

名称
（生产日期或批号）

撒椒土豆
2019/01/01

抽样环节

流通环节

被抽样单位

杭州萧山城厢
春帆食品商店

标示生产单位

开封市给力食品
有限公司

不合格项目

山梨酸

评价标准

产品明示标准及质量要求、
GB2762-2017、GB2760-2014、

GB 29921-2013、
食品整治办〔2009〕5 号、
整顿办函〔2011〕1 号

抽检类型

监督抽检

序号

1

名称
（生产日期或批号）

自烧猕猴桃酒
2018/03/28

抽样环节

生产环节

被抽样单位

杭州萧山
皓广土烧酒作坊

标示生产单位

杭州萧山
皓广土烧酒作坊

不合格项目

甲醇

评价标准

GB 2757-2012

抽检类型

监督抽检

序号

1

名称
（生产日期或批号）

干黄花菜
2019/01/02

抽样环节

流通环节

被抽样单位

赵建佳（杭州萧山
临浦镇赵建佳
副食品商行）

标示生产单位

/

不合格项目

二氧化硫
残留量

评价标准

GB 2760-2014

抽检类型

监督抽检

序号

1

名称
（生产日期或批号）

五谷杂粮
2019/01/02

抽样环节

流通环节

被抽样单位

潘伟（杭州萧山
瓜沥倍怡
副食品店）

标示生产单位

南阳汇金食品
有限公司

不合格项目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
（以脱氢乙酸计）

评价标准

DB41/T515
GB 2760

食品整治办〔2009〕5号
整顿办函〔2011〕1号

抽检类型

监督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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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析及评价
1、2019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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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饼干、薯类和膨化食品、糖果制
品、水果制品、水产制品、糕点、豆制品、

蜂产品、食用农产品等品种经检测全部
合格 ，总体情况较好。

2、个别方便食品检出不合格项目为
山梨酸。山梨酸是一种常用的食品添加
剂，能有效的抑制霉菌，酵母菌和好氧性
细菌的活性，从而达到有效地延长食品
的保存时间，并保持原有的风味。山梨
酸对于人体影响不是太大，但过多的食
用，可能会出现过敏以及肠胃消化异常
等情况。

3、个别酒类检出不合格项目为甲

2019年3月萧山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检测情况通报

一、方便食品

201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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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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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类别258批次，不合格4批次，总合格率98.4%。样品分类及

合格率详见下表：

醇。酒类发酵过程会产生一定量的甲
醇，但不同酒中的甲醇含量不同。由于
甲醇具有一定的急性毒性，因此许多国
家和地区将甲醇作为酒饮料标准的限定
指标。

4、个别蔬菜制品检出不合格项目为
二氧化硫残留。蔬菜制品之所以会出现
二氧化硫超标的现象，与褐变有关。在

加工和储藏过程中，某些蔬菜会发生变
色反应，导致食品的外观呈灰褐色，这就
是食品加工行业常说的褐变。褐变会降
低蔬菜制品的感官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不利于销售。在抑制蔬菜制品褐变方
面，最常见的是在蔬菜制品加工过程中，
添加具有防止褐变效果的食品添加剂，
如焦亚硫酸钠。不过焦亚硫酸钠用量过

多，食品中会残留过量的二氧化硫。
5、个别淀粉及淀粉制品检出不合格

项目为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
计）。脱氢乙酸是一种低毒高效防腐、防
霉剂。在酸、碱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抗菌
作用，尤其对霉菌的抑制作用最强。长
期食用脱氢乙酸及其钠盐超标超标的食
物，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附件 3月份食品安全定量检测不合格产品统计表

四、淀粉及淀粉制品

三、蔬菜制品

二、酒类

经典文学作品
占了推荐书目的大多数

“一本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
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瑞
士作家凯勒这样形容阅读的美妙。对不
少市民来说，纸质书仍然是阅读选择的主
流载体，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

“经典作品没有因为时间和阅读者不
同的背景被不同评价，背后支撑的思想
性、艺术性使它经得起考验。因此，经典
文学作品还是占了推荐书目的大多数。”
萧山新华书店副总经理方甫良介绍说，从
近年来图书销售的情况来看，文学类的书
籍是最受欢迎的。2016年至今，国内的

“东野圭吾热”愈演愈烈，成为最受欢迎的
引进版文学作者。

“《白夜行》让大家认识了那个写推理
小说的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向我们展

现了作者的另一面，他心中的那团火让每
一个读到这本书的人都能感受到从容的
温暖。世态炎凉，唯有每个人心中不灭的
火才能聚合起一个温暖的世界。”作为“东
野圭吾”的“粉丝”，王黎娜这样说。

除了东野圭吾的推理悬疑作品外，以
《摆渡人》为代表的温情治愈系内容作品
也得到了读者偏爱，面对快节奏、高压力
的都市生活，在虚拟世界中寻找慰藉也许
真的是一剂良药。

家庭重视对孩子的教育
幼儿书籍受欢迎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家长还很关注少
儿类图书，背后是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空
余时间带孩子去书店、图书馆“打卡”成了
不少家长热衷做的事。

金惠初中七年级的陈鱼说，小时候妈
妈最喜欢带她去的地方就是书店。“那时，

我家离市心中路新华大厦很近，走一个街
口就到了。”

正是妈妈这种有意无意的举动，让她
从小与书结缘。从《安徒生童话》、《神话
故事》种下爱看书的小火苗，到现在自己
热衷的《世纪三部曲》《莎士比亚全集》
等。“我觉得书本带给我的最大改变，就是
教会了认识世界，学习如何去思考，从而
有了自己的主见；同时，也让我们逐渐认
清自己。”谈到“我们为什么阅读”时，陈鱼
如是说。

“市心桥旁的新华书店4楼，我们专门
设置了一块绘本区，每周末人气都挺旺，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挑选绘本，一起享受
阅读的快乐。”方甫良说，《樱花巷的秘密
笑猫日记》《查理九世》等图书都深受小朋
友们的喜爱。有意思的是，许多少儿类书
籍的主人公都是人与动物，有些甚至直接
以动物为第一视角，从中可见童心的可爱
与善良。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平凡

本报讯 我区召开环境卫生大整
治百日攻坚行动动员大会后，区城管
部门迅速动员全体工作人员利用工
余时间走上街头，开展“万人春季大
扫除”专项行动。

此次行动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解
决卫生死角问题：一是发现、消除日
常工作中忽视的那些“遗忘角落”的
环境卫生薄弱点，并及时进行清理；
二是集中力量大扫除，清除存在的卫
生死角。

大家走过河岸、穿过公园和街
巷、深入工地，对城市里容易形成卫
生死角的区域开展了大面积“搜索”，
一旦发现洁化问题，便拿起手机和相
机拍摄记录，并将问题上传至行走杭
州App。3天内约400人参与进来，
共发现洁化问题815个。

城管部门还组织部分单位对前
期发现的一处难点卫生死角进行了
集中清扫。

该处卫生死角位于萧西路102
号北侧，现场堆放着大量垃圾。由于
前期管理主体不明，一直未得到彻底
清理。清理现场，城管部门负责人带
头，城管执法队员们人手一柄铁铲，
与清运人员一起将垃圾装进清运车
中。很快，散发着强烈气味的“垃圾
山”便以可观的速度变小。垃圾清理
完毕后，环卫工人还对场地进行了去
污清洗。

最终，现场共收集垃圾5车，它们
将被分类运往垃圾焚烧厂、填埋场等
地进行后续处理。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发现的所
有洁化问题将统一分派至各有关单
位进行集中整治、大扫除。其中，属
于环卫保洁范围内的问题由环卫处
组织清理，其余问题由属地中队协调
镇街、平台和有关单位进行清理。截
至目前，已清理卫生死角205处。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吕家琦严佳丹

本报讯 近日，江寺社区育爱社
会服务工作站为80周岁以上的独居
老人举办了一场集体生日会。

当天上午9点，生日会正式开始，
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唱起了“祝你
生日快乐”，老寿星们头戴生日帽，脸
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一起分享美味
的生日蛋糕。随后，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徐医生给老人们送上了一份健康
之“礼”——一场关于高血压预防及
治疗的讲座。

为了给生日会助兴，社区还邀请
了越剧志愿者为老人们献唱。老人
们一边吃着水果和生日蛋糕，一边满
心欢喜地欣赏着精彩的表演，一曲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把整个活动推
向高潮，志愿者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
和喝彩声。

“孩子不在身边，老伴也不在了，
我已经几年没有过生日。想不到今
年在社区和大家一起过生日，心里感
到非常温暖。”一位大伯感慨道。

“今天真开心啊，这样的集体生
日还是第一次，既新鲜又富有创意，
希望明年还能一起过。”老人们纷纷
向社区工作人员表达谢意。

江寺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子女工作忙，空巢独居老人平时很少
参加社区活动，晚年生活比较空虚，
社区希望借着集体生日会活动，让独
居老人们走出家门，感受到社区大家
庭的温暖。

昨天是第二十五个“世界读书日”

萧山人最爱看经典文学作品 幼儿书籍走俏

自1995年起，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全世界都在共

同享受着阅读带来的幸福与快乐。昨天是第25个“世界读书日”，萧

山市民喜欢阅读吗？又最喜欢读什么书？

调查发现，很多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仍然选择纸质书作为阅读载体，经典文学作品最受欢

迎，同时很多家长享受与孩子一起阅读，幼儿书籍很走俏。

文/记者 项亚琼 摄/首席记者 范方斌

城事看点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春季“大扫除”清理城市卫生死角

江寺社区为空巢老人过集体生日

■通讯员张瑾记者朱林飞

本报讯 每名党员都有两个生
日，一个是自然生日，另一个就是政
治生日即入党纪念日。近日，北干一
苑社区党委开展党员“政治生日”活
动，邀请本季度政治生日的党员参加
这次聚会，以“政治生日”的仪式感，
使每名党员时刻不忘身份、不忘初
心、不忘使命。

为了过这个集体生日，80岁的沈
婆婆拄着拐杖来到社区。作为一名
有着50多年党龄的党员，沈婆婆拿到
生日贺卡后有些激动，这是她第一次
以党员身份收到“政治生日”礼物。
和沈婆婆一起过政治生日的既有二
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有入党时间
不长的新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预
备党员小韩说：“今天参加政治生日，
我要去微信朋友圈‘晒’一下。”

北干一苑社区给党员过“政治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