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8月17日讯(记
者 张跃峰) 8月17日，聊
城市食药监局副调研员冯
贺成在市政府新闻办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
全市已摸清小作坊1949家、
小餐饮3931家、食品摊点
1773家；已登记备案的小作
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共计
1986家。

8月17日，在市政府新
闻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聊城市食药监局副调
研 员 冯 贺 成 对 外 通 报 了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
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

立法概况和宣贯情况。冯
贺成介绍说，聊城市将辖
区内小作坊、小餐饮和食
品摊点纳入监管视野，进
行拉网式排查，按照一坊
一档、一店一档、一摊一档
的要求，建立小作坊、小餐
饮和食品摊点生产经营业
户信用档案，详细登记“三
小”从业人员的名称、联系
方式、地址、经营状况、从
业人员健康证等信息。截
至目前，全市已摸清小作
坊1949家、小餐饮3931家、
食品摊点1773家；已登记
备案的小作坊、小餐饮和

食品摊点共计1986家。
围绕全面整治、规范提

升、登记管理相结合的思
路，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着力规范经营秩序，按
照“亮证经营、安全承诺、原
料公示、单据留存、操作规
范、场所清洁”六项标准，进
行“一对一”帮助规范，定期
对所帮扶的“三小”业户进
行指导，查找不足，逐一规
范，使其依法经营。截至目
前，已确定一对一帮扶业户
500余家。

与此同时，加强网格化
监管，明确责任分工，实行

分类指导，督导小作坊、小
餐饮硬件升级改造，完善、
落 实 相 关 配 套 制 度 和 措
施。严把登记关口，做到规
范一家，登记一家。同时，
采取动态监管、错时监管、
有因监管、例行检查、明查
暗访、突击检查等方式，加
强日常监管、排查安全风
险、消除事故隐患。联合政
府相关部门开展“三小”综
合治理，严厉打击不规范
经营行为。通过强有力的
监管措施，提升了小作坊、
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的食品
安全水平。

全全市市““三三小小””单单位位全全部部纳纳入入监监管管
共有小作坊1949家、小餐饮3931家、食品摊点1773家

在谈到“三小”从业人
员对所生产经营的食品有
哪些具体的要求时，冯贺成
介绍说，《山东省食品小作
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
条例》明确规定“三小”不得
生产经营的品种，即负面清
单。

“三小”不得生产经营

依法必须实行生产经营许
可和风险较高的产品，如
小作坊不得生产加工乳制
品、罐头制品、果冻、冷冻
饮品、酒类、饮料 (含瓶、桶
装饮用水 )、酱油、食醋、预
包装肉制品，保健食品、婴
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和其他专供

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食
品添加剂；小餐饮不得经
营裱花蛋糕、生食水产品；
食品摊点不得经营保健食
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其他
专 供 特 定 人 群 的 主 辅 食
品 ，裱 花 蛋 糕 、生 食 水 产
品、散装酒、现制乳制品、

散装食醋、散装酱油、散装
食用油。此外，不得生产经
营国家和省、设区的市禁
止生产经营的其他食品。
负面清单为三小生产经营
明晰了边界，让其明白什
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以便
于遵守执行。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风险较高产品，“三小”不得生产经营

对于对于街边流动性
的饮食摊点，比如夜间路边
的麻辣烫、砂锅等，在对其
进行食品安全方面有哪些
相应的管制措施，是否也应
该需要办理相应的许可证
等问题。冯贺成介绍说，夜
间路边的麻辣烫、砂锅等街
边流动性的饮食摊点，属于

“食品摊点”，对食品摊点的
管理，首先是对食品摊点进
行备案。各县(市、区)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食品
摊点进行备案，并当场制
作、发放食品摊点信息公示
卡。同时，及时把备案信息
告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和城市管理部门。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发现食
品摊点未办理食品摊点信
息公示卡的，通知其及时办
理。各县(市、区)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城市管
理部门按照科学规划、合理
布局、方便公众的原则，划
定食品摊点经营区域、经营
时段，确定幼儿园、中小学
校周边禁止食品摊点经营
的区域，并向社会公布。同
时，在划定区域外，根据公
众需求，在不影响安全、交
通、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等
情况下，可以在城镇非主干
道两侧临时指定路段、时段
供食品摊点经营。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将食品摊点的监督管理
纳入食品安全年度监督管
理计划，并组织实施；对区
域性、普遍性食品安全问
题，组织有关部门和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专
项治理。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居

民委员会发现食品摊点存
在安全隐患或者经营中存
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告
知县(市、区)人民政府食药
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并
协助其依法予以处理。组织
食品安全协管员或信息员
协助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日
常管理和信息报告，开展食
品安全隐患排查；卫生部门
对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
单位监督检查；质监部门对
食品摊点用于食品的包装
材料等食品相关产品生产
的监督检查；城市管理部门
依照城镇容貌、环境卫生、
餐厨废弃物管理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负责对食
品摊点进行相关的监督管
理，依法查处户外公共场
所食品摊点的无证经营行
为；食药监管部门加强对

食品摊点的食品安全监督
检查，实施风险分级管理，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对经
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对
经营的食品、使用的食品
添加剂进行抽样检验，并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存
在安全隐患的食品，以及
用于违法经营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通过以上措施，提升食品
摊点的食品安全水平。

食品摊点应当向所在
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备案，提供身份证明、
住址、经营品种、健康证明
和联系方式。食品摊点从
事生产经营符合规定的要
求，就可以备案，不需要许
可。

本报记者 张跃峰

街边麻辣烫实行备案制，不需要许可

◇新闻延伸

8月24日，法国兰蔻强
势入驻五星百货三周年，五
星百货于8月17日--8月24
日为兰蔻三周年的盛典也
推出了一系列的4重豪礼，
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兰蔻会
员朋友。

五星百货兰蔻专柜于
2014年8月24日正式入驻。
从开始的卓尔不凡到现在
的光耀水城，一路走来，收
获的是满满的喜悦。开业三
年来，兰蔻的全体员工时刻
时刻想到的是消费者，并努
力为水城打造自信、优雅、
智慧的都市女性。兰蔻3周
年盛典也为水城消费者带

来了多重惊喜，限量加赠、
一年一度正装产吕相赠、限
量新品抢先特供、一步直通
顶级会员是兰蔻为大家精
心准备的最强礼遇。

五星百货相关负责人
告诉笔者：“三年时间，兰蔻
带领水城国际名品市场就
从新生走向成熟，我不说五
星百货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你看看柳园路这条街在我
们的影响下发生了多大的
变化！之前，作为一个主要
街道的商业中心，街上开
什么店的都有，房租也不
高，你看现在，兰蔻火了，
五星百货火了，这条街也

火了，作为一家有社会责
任感的企业，在自身发展
之余，能够带动周边市场
红火，带动周边的百姓提
升生活品质，我们感到相
当自豪。”

我们五星百货的目标
是打造水城名品聚集地、
时尚风向标。五星百货现
拥有近五百个国际国内知
名品牌。每一个品牌经营
的不光是产品，更是一种
文化，引领着时尚的发展
方向。

作为国际知名化妆品
牌，兰蔻将国外最新颖、最
时尚、最畅销的护肤品、彩

妆、香氛带给消费者，装点
您的美。让您了解到时尚尖
端的潮流，打造一个优雅、
智慧、自信、幸福的都市女
性。之前，兰蔻已举办多次
会员赠礼活动，带给市民的
不仅是优惠的商品，更是高
层次文化享受。以后，兰蔻
也将紧紧依靠五星百货，经
常发布时尚潮流美丽课堂，
讲解护肤、彩妆知识。并且
会经常举办各种高质量的
赠礼活动，兰蔻与所有品牌
一起全力将五星百货打造
成水城高端时尚百货的典
范，谱写一篇篇水城零售业
华丽新篇章！

年年度度豪豪华华盛盛典典
法法国国兰兰蔻蔻入入驻驻五五星星百百货货三三周周年年如如期期而而至至

8月6日，为充分发挥在文明城
市建设和志愿服务活动中的示范引
领作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打造文明和谐的
交通环境，聊城农商银行双庙支行
部分员工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在柳
园路兴华路路口协助交警维护交通
秩序，劝导行人及非机动车辆文明
出行。

(江璇)

聊城农商银行

“文明交通志愿者”

助力聊城文明城市创建

近日，聊城农商银行双庙支行
联合聊城广播电视台在亿沣购物广
场组织开展了“送金融知识进社区”
宣传活动。活动中，该行员工在人流
密集区，设立聊城农商银行宣传展
位，向过往人群宣传普及货币金融
知识、个人征信知识，提升公众金融
安全意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并
向意向客户详细讲解了聊城农商银
行理财产品及家庭贷等产品，得到
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本次活动，累
计发放宣传材料200份，受众人数达
1000余人。普及金融知识的同时，树
立了聊城农商银行在大众面前的良
好企业形象。

(江璇)

聊城农商银行：

开展“送金融知识进社区”

宣传活动

声 明
原坡里教堂东56 . 70亩土地

(其中耕地面积51 . 07亩)系阳谷县
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实习基
地，属国有资产，其土地使用权归
阳谷县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因二职专校址迁移，不便管理，一
直委托坡里村民张福生代管。期
间双方于2012年6月15日签订了一
份《土地承包协议》，后于2015年11
月10日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协
议的补充协议》。2017年8月9日，双
方自愿解除了上述两份协议。

特此声明
阳谷县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17年8月17日

注销公告
山东旅行社国际旅游有限公

司聊城振兴路营业部(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500MA3CLAKH13，负责人：
张凯)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即日起
注销，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临清市永青路松竹化妆品店

(注册号：371581600101585)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挂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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