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布642家合格小饭桌

这这回回选选小小饭饭桌桌心心里里有有谱谱了了

本报济宁 9月 9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邱茂盛

寇文一 ) 为打通联系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里地”，自 2 0 1 2年
来济宁市检察院完成了对派驻
检察室的建设、管理和应用。目
前，4 3个派驻检察室已投入使
用，共有243名专职人员服务基
层一线。派驻检察室在履行法
律监督职能的同时，也为广大
市民提供了更多贴心的服务。

7月 1日，邹城市人民检察
院派驻峄山检察室主任李红孝
走访中发现，辖区内一大型生
猪养殖场建于水源地内，存在
生猪粪便污染地表水的状况，
且一直没有环评手续。经查明，
2013年邹城市政府已对其下发
限期拆除通知，责令该养殖场
于当年3月30日前拆除，但该养
殖场只是降存栏量，截至目前
仍有600余头生猪。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李红孝立即报请邹城
市检察院相关科室，并向邹城
环保局提出检察建议。“下一
步，我们将监督相关部门依法
执法，彻底解决这一困扰附近
居民的难题。”

目前，在济宁像峄山检察
室一样的基层派驻检察室已有
4 3家，现有工作人员 2 6 3人，其
中专职人员239人。自检察室成
立以来，他们强化“末梢监督”，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为辖
区 居 民 提 供 了 法 律 服 务 和 保
障。

为进一步发挥派驻检察室
作用，济宁市检察院建设了“济
宁检察大数据平台”，将检察室
信息统一纳入平台之中。开通
远程视频接访，实现让“数据多
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愿望。

43个派驻检察室

家门口服务百姓

济宁工商部门公布邹城、曲阜两地7类小家电抽检结果

抽抽检检3355个个批批次次，，多多半半不不合合格格
本报济宁9月9日讯 (记者

高雯 ) 9日，记者从济宁市
工商局获悉，济宁市流通领域
电热水壶、电压力锅、电磁炉等
7类小家电质量抽检结果出炉。
抽检的35批次小家电中，18批
次 不 达 标 ，不 合 格 率 达 到
51 . 4%。

本次济宁市流通领域小家
电抽检，主要针对榨汁机、电热
水壶、电压力锅、电磁炉、电饭
煲、豆浆机、学习用台灯等7类
小家电，共抽检邹城市、曲阜市
16家经销商销售的35批次小家

电，经专业机构质量检测结果
显示，有18批次小家电不达标，
不合格率达到51 . 4%。

此次抽检指标当中，涉及
小家电的标记和说明、对触及
带电体部件的防护、输入功率
和电流、泄露电流和电气强
度、结构等项目。而不达标小
家电以电热水壶、电压力锅
和电饭煲居多，涉及不达标
项目包括电气间隙、固体绝
缘、泄漏电流等重要安全指
标，直接关系着人体触及电
器产品的安全性。

除了个体经营户销售的小
家电不达标外，一些大型商超
销售的品牌产品也上了黑榜。
曲阜双龙购物广场、邹城百意
商贸等商场均抽出不达标电
器。其中曲阜双龙购物广场有5

批次电器不达标，涉及奥克斯、
小霸王、利仁等品牌。

为何小家电抽检不达标率
这么高？济宁市工商部门相关
负责人说，相对于电视、冰箱等
大型家电市场的成熟完善，小
家电市场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
标准，市场分布极其分散，多数

都是个体户经营，对质量的把
关参差不齐。相对慎重选购的
大家电，消费者选购小家电时
多选择价格低廉的小商铺，而
小家电出现问题后，很多消费
者觉得追究成本过高，不如直
接买个新的省事。所以，小家电
市场消费者维权意识相对薄
弱，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小家
电市场劣质产品的横行。抽检
结果可关注齐鲁晚报·今日运
河公众号“yunhe2110110”或者
关注齐鲁壹点客户端。

本报全媒体中心联合亚龙书城重磅打造“手绘校园明信片”

读读清清新新小小文文，，回回味味过过往往感感动动
本报济宁9月9日讯

(记者 孔令茹 ) 手绘
一座城市，增添一抹色
彩，留住一段美好———
用最纯真的创意，点亮
最真实的生活。由今日
运河全媒体中心、亚龙
书城全力打造的手绘济
宁校园明信片全新发售
啦！首套手绘校园明信
片以部分城区学校大门
为场景，以充满青春味
道的手绘画面，配以清
新文艺的小文字，让你
从定格的画面，回味出
过往的感动。

这是一幅通往梦想
的画面，也是一个记忆
曾经那时的处所，老校
门、小伙伴、作业本，一
段想回却永远回不去的
旧时光。“9路公交车的
后排座，还依稀留有《范
特西》的青春旋律，那时
候心仪的同班女生，总
是梳着一个高高的马尾

辫。励志的少年，就这样
独 自 甜 蜜 地 ，追 逐 梦
想。”在手绘校园之育才
中学的明信片上，育才
中学校门口的手绘图
案，配上这一段青春味
道的文字，让人不由回
忆起最美好的校园时
光。

手绘济宁校园明信
片由亚龙书城与今日运
河全媒体中心共同创意
制作，首季共有12张，在
此系列中，济宁城区的
许多小学、初中、高中等
院校的校门口登上了明
信片，涉及霍家街小学、
实验小学、济宁十五中、
济宁十三中、济宁一中、
曲阜师范大学等。在创
作前期，美工人员将每
张校门口照片进行人工
手绘，既保证了校门口
的真实感，又让明信片
有了童真和回忆的感
觉，极容易引起大家的

共鸣。
目前，手绘济宁之

校园系列明信片正在亚
龙书城运河城店火爆发
售中。不管是送给老师
做教师节礼物，还是寄
给远方的校友做纪念，
又或是留存记忆自己封
存起来，都是一种不错
的选择。

亚龙文创作为亚龙
书城的延伸产业，目前
将文创明信片作为其首
个跨界项目，未来将重点
挖掘济宁文化、济宁地域
特色等内容，由齐鲁晚
报·今日运河全媒体中心
独家推广。以宣传、推广、
弘扬、促进济宁文化为己
任，通过手绘、摄影、设计
等手段，为“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打造文明首善之
区”增添亮色，把独具特
色的济宁文化寄出去，
把济宁文化换一种方式
去表达。

本报济宁9月9日讯 (记者
康宇 李倩 ) 9日，记者从

济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
悉，经市区检查符合登记要求，
准予登记的642家学生“小饭
桌”公示名单出来了，家长们再
也不用为选择小饭桌而发愁
了。

9日，记者随机走访了城区
的几家小饭桌了解详细情况。
在位于济宁学院附小附近的一
家“小饭桌”记者注意到，屋内
墙上张贴了济宁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的学生“小饭桌”登记
证明，从业人员健康证、食品安
全培训证。在厨房里，消毒柜、
冷藏柜一应俱全。“为保证卫
生，我们买了冷藏柜和消毒柜，
用于存放饭菜，给餐具消毒。”
一小饭桌负责人说。

记者看到餐单，每周菜品
都不一样。周一煎牛排、醋溜肉
丝、土豆丝，周二红烧肉、茄子
炖肉、炝藕丝，每天都保证两荤
一素一汤，且无重样。“每周都
会更新菜谱，孩子吃得安全吃
得好才能留住他们。”

“每学期开学前，都要重新
进行审批检查。”济宁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科科长
王春华告诉记者，合格的小饭

桌包括从业人员的健康证、食
品安全培训证明、学生小饭桌
登记证三证齐全，并且对于食
品及原料采购、食品的安全操
作严格按照制度执行。除了从
源头严格把关外，还要求将食

品留样，且每品种不得少于100

克，以备随时抽检。王春华表
示，市民发现问题“小饭桌”时，
可随时拨打“12331”举报。

此次公示的2015年秋季小
饭桌名单包括负责人姓名、联

系方式、开办地址等。经检查，
642家学生“小饭桌”登记合格。
名单详细内容可以关注齐鲁晚
报 · 今 日 运 河 公 众 号

“yunhe2110110”或者关注齐鲁
壹点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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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校附近的小餐桌正在招生。本报记者 康宇 摄

霍家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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