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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中鼎世贸(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聊城经济开发区分公司，注册号：
91371500MA3CM02U1C，经股东会决议

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成立清算小组，请债权人于见报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

务。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姓名：王召然。性别：男。出生年

月：2012年05月26日。出生医学证明不

慎丢失，编号：M370302925。父亲姓名：

王 士 伟 。 身 份 证 号 ：
371522198910106813。母亲姓名：张飞。

身份证号：320721198704260240出生机

构：莘县张寨乡卫生院，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阳谷县博济办事处南环路鑫园钢

材销售部，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

税号：鲁聊37252219640116004701法定代

表人：谷福华，地址：阳谷县南环路，发

证日期：二0一六年四月十一日。特此

声明！

近近44万万家家食食药药生生产产经经营营单单位位健健全全监监管管档档案案
实施网格化管理，提高对违规、失信单位检查力度和频次

本报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李兆敏

食品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记者从聊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全市近4万家食品药品生产经营
单位建立健全了监管档案，并实施网格化管理，提高对违规、失信单位检查力度和频次，督促食品药品生产
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聊城市食药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姚惠杰谈全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时表示，
目前实施网格化管理，提高了对违规、失信单位检查力度和频次，督促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主
体责任。与公安部门成立联合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活动办公室，进一步加强了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的协
作配合，构建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无缝对接体系，严惩重处违法犯罪。

食品风险防控工作

进一步强化

食品药品市场瞬息万
变，新的不安全因素不断出
现，空头公司、失联企业、网
络销售等新情况给食品药
品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聊城市食药监管局党组书
记、局长姚惠杰表示，建立
的食品生产关键控制点警
示、企业自查报告、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登记备案等
制度，全市登记备案小作坊
1000余家；实施食品市场管
理责任公示制度，明确并公
示市场开办者、市场经营者
和监管者的“三方责任”。深
化餐饮服务单位量化分级管
理，推行餐饮单位“厨房亮
化”和“清洁厨房”，全市8000
余家餐饮单位实行了量化分
级管理，625家小饭桌等校外
托管场所实行了“星级评定、
等级公示”。扎实推进GMP
和GSP认证实施，全市在产
药品生产线100%通过新版
GMP认证，持有药品经营许
可证的企业通过新版GSP认
证数量达到1430家，通过率
达到95%以上。同时，试点推
行保健食品化妆品生产企业
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取得明
显成效。

另外创新监管方式，全
面开启“双随机”抽查和“飞
行检查”常态化监管模式，
组织开展“双随机”抽查行
动4次，检查食品药品生产
经营单位300余家；飞行检
查各类食品药品生产经营
单位2000余家次，进一步提
高了监管效能。加强风险防
控上将学校食堂及周边食
品安全、高风险药品生产企
业、药品批发企业和植入类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单位列
入重点监管范围，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实施食品生产企
业分级分类管理，共评定A
类企业134家，B类企业386
家，C类企业269家，D类企业

67家，并按照风险等级确定
年度检查频次。建立农村食
品市场质量安全风险清单，
科学确定农村市场18大类
风险点，提高了监管工作的
针对性。

食品药品市场秩序

进一步规范

“牢牢抓住示范创建和
治理整顿这两个重要手段，
充分发挥示范带动和打击
震慑作用。”聊城市食药监
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姚惠介
绍，在示范创建上，积极引
导各县(市)申请创建省级食
品安全先进县。目前，冠县
已通过省食安办验收，被命
名为省级食品安全先进县，
茌平县正在开展示范创建工
作，莘县、东阿县已被省食安
办批准创建食品安全先进
县。同时，树立行业标杆，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持续开展

“食安山东”品牌创建活动和
“示范药店”评选活动。目前，
全市共创建“食安山东”食品
生产示范企业21家，食品流
通示范单位(店)103家，餐饮
服务品牌示范单位121家，餐
饮服务品牌示范街区23条；

“示范药店”57家。
在治理整顿上，扎实开

展了2016年“守护舌尖安
全”整治行动、医疗器械专
项整治2016行动，深入开展
了农村市场、学校食堂及周
边食品安全，高风险药品生
产企业，以及阿胶系列产
品、肉及肉制品、畜禽水产
品、保健品；高风险药品、血
液制品、定制式义齿、装饰
性彩色眼镜等重点区域、重
点品种和重点环节的专项
整治，严厉打击了食品药品
安全违法违规行为。2016
年，全系统共查处各类食品
药 品 安 全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4200余件，罚款1200余万
元，移交公安机关9起。

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
中心顺利完成一期改造项

目，投入590万元建设鲁西
胶类检验检测平台，实验室
总面积达到3400平方米，药
品 药 典 方 法 全 检 率 达 到
94%，在全省组织的市级食
品检验能力评估中居全省
前列。加大抽检力度，2016
年全市共完成“四品一械”
抽样检验1万余批次。

加快推进“智慧监管”工
程建设。2016年市政府财政
投入资金850万元，支持建设
食品药品监管业务专网、办
公自动化(OA)系统和移动
监管平台、餐饮服务单位视
频监控系统、食品药品应急
指挥系统和视频会议系统、
食品药品云数据中心等5大
信息化监管系统。目前，内网
专线已基本建设完成。

保持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的高压态势

“2017年，我们将一如
既往地加强对外卖食品经
营主体的监管，积极探索网
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以强化实体店监管为抓手，
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开展网
络订餐环节专项整治。在此
基础上，我们将以防控食物
中毒为重点，以双随机检查
为抓手，以清洁厨房、明厨

亮灶、量化分级、寻找笑脸
就餐为着力点，加强餐饮监
管，治理“餐桌污染”，提升
餐饮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水
平。”聊城市食药监管局党
组书记、局长姚惠杰表示，
将突出重点区域、重点品
种、重点企业和重点环节，
加大专项整治和综合治理
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零
容忍”，坚持露头就打、重拳
出击，打出食品药品监管系
统的气势和声威，全力营造
食品药品从业者“不敢违、
不愿违、不能违”的环境。

扎实开展“双随机”抽
查。严格落实“双随机”抽查
机制，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
人员库和食品药品生产经
营企业信息库，加大“双随
机”抽查频次，落实“双随
机”抽查结果主动公开制
度。五是强化宣传引导。弘
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继
续加大食品药品安全法律
法规、安全常识、监管措施
的宣传力度，持续开展“全
国食品安全周”、“全国安全
用药月”主题宣传活动，打
造“12331”食品药品投诉举
报电话品牌，提高广大人民
群众参与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进一步推进社会共治。

本报聊城3月13日讯(记
者 邹俊美) 本报举办的

“2017年3·15聊城百姓消费
口碑榜”评选活动于3月10日
结束投票，仅仅一周多时
间，提交量达20多万次，其中
金融银行行业提交量6万。
评选结果新鲜出炉，特向社
会隆重公布。

本次评选活动把全市
房产、医疗、金融等14个与百
姓生活紧密相连的行业及其
产品列入候选名单，活动自3
月2日启动以来，仅仅一周多
时间，提交量达到20多万次，
可见，百姓对这种评选活动

关注度很高。本次活动为不
记名，无需关注就可投票，更
增加了市民参与的热情。“刚
刚给一家酒店投了一票，每
次去都有温馨的感觉。”很多
市民参与本次评选后，还转
发到朋友圈，在朋友圈不断
蔓延开来，使得本届口碑评
选活动的传播、参与范围较
广，影响力较大。

据统计，14个行业中，金
融行业的提交量6万多次，
其次为商超行业5 . 6万次、酒
店餐饮行业4万、医疗卫生
行业3 . 6万次。其中商超行业
中振华购物中心以1 . 6万票

居榜首；餐饮行业中荣食方
以1 . 2万票左右。中国工商银
行以1 . 8万票左右，居银行行
业榜首。

其中房产行业中获得
最佳品牌楼盘的为：华建1
街区、民生凤凰城、绿城百
合新城；驾校行业中获得最
受学员喜欢的驾校为：聊城
正大驾校、聊城大众驾校、
聊城恒大驾校；商超行业中
获得最具影响力商场超市
为：振华购物中心、金鼎商
厦；酒店餐饮行业获得最佳
品质酒店的是：荣食方、禧
龙金阁、最佳西方御润大酒

店；家居建材行业获得百姓
最信赖家居企业为：顺屹家
居、红星美凯龙聊城商场。

具体的评选结果可微信
查找齐鲁今日聊城微信号：
qlwbjrlc，或直接扫下方二维
码查看。

百百姓姓消消费费口口碑碑榜榜评评选选结结果果新新鲜鲜出出炉炉
此次活动提交量达到20多万

本报聊城3月13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通讯员 王雁翔) 12日，市
技师学院在勤业楼学术报告厅举行
翁孝川先生客座教授聘任仪式暨学
术报告会，学院党委副书记刘德云
为翁孝川先生颁发了聘书，并对他
的加盟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祝贺；
学院副院长纪光泽主持报告会，学
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干部职工共500
余人参加报告会。

报告中，翁孝川详细阐述了执
行力的内涵、意义、要素等方面内
容，对于如何改进方法、提升干部执
行力作了详尽的讲解，强调了干部
队伍执行力是一种核心竞争力，不
仅体现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更
是检验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标尺；
他又针对职业教育特点，结合生动
案例，从核心思维、核心行为、核心
能力、核心精神等方面，对加强学生
核心素养作了深入系统而深刻的阐
述，强调了加强学生核心素养对于
职业教育发展的深远意义。整场报
告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具有极强的
逻辑性和针对性，报告会气氛热烈，
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纪光泽对翁孝川教授的报告给
予了高度评价，强调指出，要自觉加
强执行力提升，坚持立德树人，抓好
学生核心素质培养，永立潮头，不忘
初心，勇于担当，继续前行，为培养
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而不懈努力。

翁孝川先生系中华职教社专家
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研
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江浙汇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浙江
省督学、浙江省职业教育风云人物、
浙江省教育新闻人物，在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等领域有着丰
富的理论储备和实践经验。

市技师学院举行

翁孝川先生客座教授

聘任仪式暨学术报告会

聊城市食药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姚惠杰。

受聘仪式。 通讯员 李宇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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