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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存农农药药残残留留，，绿绿茶茶上上““黑黑榜榜””
食药部门：茶叶供应商资质不全，正进一步调查

本报 8月 6日讯（记者 王
帅） 7月30日，济南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在其官网通报了
2015年上半年第一次食品监督
抽检情况（第1批），此次有7个批
次食品被检出不合格，其中一例
为在章丘检出绿茶中含有农药
残留。“黑榜”中的其他食品在章
丘是否在售，记者走访了多家超
市。

在双山大街某商场超市中，
记者在调味品区域，发现货架第
一排正摆放着不合格样品公示
信息中所提到的“杞参鸡精”。记
者看到，该品牌鸡精的生产单
位，正是“黑榜”中所标注的连云
港的一家食品公司，但生产日期
为今年六月份，与被抽检产品的
批号不同。

在双山东街的另一家超市

内，记者看到，有可比克品牌的
膨化食品在售卖，但查看生产单
位发现，该超市购进的可比克来
自济南达利园食品有限公司，而
非“黑榜”上的济南麦琪尔食品
有限公司。

据了解，在抽查中发现的不
合格样品，济南市食药监局已按
照有关程序转相关县（市）区食
品药品监管局进行核查处理。

那么，章丘市场上在售的
“黑榜”所列品牌商品是否安全
可靠呢？记者联系了章丘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在济南市局下达相关文件
后，各区县局将对辖区内抽检出
的相关批次不合格产品进行下
架处理，目前，章丘尚未发现被
抽检批次的不合格产品在售，如
果消费者发现在售的同品牌产

品，并对其质量存疑，可向食药
部门举证。

同时，食药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对于“黑榜”中公布的山东骄
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所购绿茶
中存在不得检出的农药残留，经
调查发现，该餐饮公司的茶叶供
应商相关资质不全，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支倩
倩 通讯员 袁绍华） 近日，章
丘市旅游局针对暑期汛期易发泥
石流、道路塌方的特点，向行业单
位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汛期旅
游安全的紧急通知》，并组织力量
深入景区开展旅游安全生产专项
检查督导工作。

8月4日，章丘市旅游局联合官
庄镇政府组织有关人员深入赵八
洞等相关景区检查汛期安全生产
工作，全面摸清了景区安全生产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整改要求。

章丘开展暑期汛期

旅游安全检查

本报 8月 6日讯（记者 王
帅） 日前，章丘市妇联在章丘
政务网发布《2015年省级巾帼创
业贴息申领办法》，对符合条件
的创业妇女的银行贷款进行贴
息扶持。目前，已有五家企业通
过市妇联审核并上报省妇联。

“巾帼创业贴息”要求企业
的主要负责人（指董事长、总经
理、法人）为女性，诚实守信，合
法经营，照章纳税，社会信誉好。
同时，产业带动力强，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低碳环保、科技含量
高，市场前景好。

在创业就业带动上，企业需
安置女工达到职工总数的50%以
上，并签订劳动用工合同。其中，
安置登记失业妇女、高校女毕业
生、返乡女农民工等就业困难群体
达到职工总数的30%以上（职工总
数100人以上的达到15%以上），带
动10名以上妇女实现创业。

“巾帼创业贴息”将重点扶持
“双带动力”强（即产业带动力、创
业就业带动力），优先扶持农业龙
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
家乐、手工企业、“大姐”家庭服务
机构等妇女创办的企业。

据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企业
在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0

日期间办理的贷款，给予贴息。
最高贴息贷款额度为200万元，贴
息额度按放款时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50%给予贴息，超过1年的按1年期
基准利率计算。目前，申报工作已
于3日结束，市妇联已对申报企业
的有关材料进行统一审核，其中五
家企业成功入围，并上报省妇联评
审，符合条件的，将按有关政策规
定给予贴息扶持。

巾帼创业贴息扶持

或惠5家企业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王
帅 石剑芳） 6 日上午 9 时
许，章丘市民柴女士在工作之
余朝窗外远眺，忽然发现东北
方的远处出现一座山，而之前
从来没有见到过。认为是海市
蜃楼的柴女士赶紧用手机拍了
下来。记者从章丘市气象局了
解到，该景象实际上是山群被

云层分割所形成的，并不是海
市蜃楼。

据悉，6日凌晨起，章丘的
雨一直下个不停。柴女士在章
丘市广播电视台的16楼办公，
上午 9时许，当柴女士向窗外
看去时，发现了奇特的“云上
山”。“看上去山就像在云层上
面，以前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柴女士觉得很惊奇，联想到其
他内陆城市也出现过海市蜃楼
的奇景，便以为章丘也出现了
海市蜃楼。

“该现象并不是海市蜃楼，
是市民误解了。”章丘市气象局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柴女士所
拍摄的“云上山”整体一列山的
形状，与章丘普集镇的茶叶山

形状相似。
气象人员对比发现，图片

中的山属于章丘跟邹平交界处
长白山脉中的玉泉山（北侧）和
茶叶山（南侧），由于近期章丘
地区降水比较频繁，空气湿度
比较大，水分子聚集成云，而因
云层较低，则形成山被云隔断
的景色。

章章丘丘现现““海海市市蜃蜃楼楼””？？假假的的
气象部门回应：山脉被云层分割所致

▲6日上午9时35分拍摄。
章丘市民柴女士提供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隋红玉） 7
月30日，章丘市疾控中心致病
菌识别网网络实验室顺利通过
了国家卫计委专家组的现场验
收，成为全国首家加入国家致
病菌识别网的县级疾控机构。

据了解，致病菌识别网源

于美国，我国于2004年在国家
疾控中心成立了 P u l s e N e t
China，即中国细菌性传染病分
子分型网络实验室。该实验室
网络采用标准化的细菌分子分
型监测技术，依托国家疾控中
心实验室和分布于全国各省、
地、县的网络实验室开展致病

菌分型网络化监测，发现特征
型别簇，提出预警信息，通过流
行病学调查，发现细菌性传染病
暴发流行，尤其是发现传染病跨
地区传播和散在分布于不同地
理区域的传染病暴发流行。

专家组一致认为，章丘疾
控中心致病菌识别网网络实验

室质量体系完整、脉冲场凝胶
电泳分型技术掌握熟练，实验
室条件和仪器设备符合国家网
络实验室建设要求，同意加入
国家致病菌识别网网络实验
室网络。这标志着章丘市传
染病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再一
次得到提升。

章章丘丘疾疾控控新新添添““金金字字招招牌牌””
全国首家县级PulseNet实验室亮相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李永霞） 近
日，市卫计局组织开展了中医
药适宜技术培训班，对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

生室等中医骨干进行了中医药
基础理论，基层常见病、多发病
的中医药适宜技术和中医临床
常用方剂等方面的培训。

通过培训可以使基层中医

能够做到“三个10”，即能够运
用至少10项基层常见病、多发
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掌握至少
10个中医临床常用方剂；认识
至少 10个中医养生保健常用

穴位。从而切实提高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满足城乡居民对
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需求。据
悉，此次培训按片区设置了 4
个培训点，便于学员就近学习。

在在村村卫卫生生室室看看中中医医更更放放心心啦啦
章丘卫计局设4个中医药培训点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王
帅） 近日，记者获悉，章丘市
政府发布《关于公布市级政府
部门责任清单有关事宜的通
知》，将公布章丘各职能部门、
单位、组织的主要职责、部门职
责边界、责任追究机制等五部
分内容。

据了解，市级政府工作部

门、列入市委工作机构序列依
法承担行政职能的部门、承担
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其他组
织，共有主要职责332项、具体
责任事项 1411 项、追责情形
1311项、部门职责边界83项、
事中事后监管制度456项、公
共服务事项143项。

据该通知，市级政府部门

责任清单将分别在市政府门户
网站、市编办网站公布，市直有
关部门(单位)要在各自门户网
站公布本部门责任清单，主动
向社会公开。同时，市级政府部
门责任清单根据法律法规规章
立、改、废、释以及部门职能变
化、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的
要求，按照《山东省行政权力清

单动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
行动态调整。

通过责任清单的透明化，
政府部门将强化责任追究，依
照责任清单确定的责任追究机
制，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失
职渎职等违法违纪行为，有关
机关要及时启动问责程序，严
肃追究责任。

市市级级部部门门责责任任清清单单有有哪哪些些内内容容
涉及各部门332项主要职责

绿色的公共自行车，浩浩荡
荡的骑行队伍，成为章丘夏日的
一道亮丽街景。1日，章丘市交运
局组织百余名市民以骑行的方式
走上章丘街道宣传环保公益，引
起了市民的驻足与关注。
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牛文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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