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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1月29日讯 (记
者 焦守广 ) 29日记者从市
食药监局获悉，为规范羊肉及
其制品屠宰和生产经营行为，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羊肉和
有毒有害羊肉制品等违法犯罪
行为，严防“假羊肉”流向餐桌，
省局下发通知，将统一组织开
展羊肉及其制品“规范整治打
击”专项行动。

11月25日，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省公安厅、省畜牧兽
医局联合印发《关于规范羊肉
及其制品屠宰和生产经营行为
的通告》和《关于开展羊肉及其
制品“规范整治打击”专项行动

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羊肉及
其制品“规范整治打击”专项行
动。

本次专项行动从2015年12
月1日-2016年2月29日，分三
个阶段3个月进行。一是加强

《通告》宣传，对辖区内涉及羊
肉及其制品的屠宰主体和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集中宣传，
指导落实执行要求，督促落实
主体责任。二是督促辖区内羊
肉及其制品的屠宰主体、生产
经营企业(业户)对照《通告》，
组织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改正
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不规范行
为，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三是统

一组织开展羊肉及其制品屠宰
和生产经营违法违规行为专项
检查，严查各类违反法律法规
及《通告》的行为。四是三部门
联合执法、检打联动、行刑衔
接，形成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
罪工作合力。五是充分发挥有
奖举报的作用，畅通12331等投
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公众和
企业内部人员举报，引导社会
各方共同监督羊肉及其制品生
产经营行为。

羊肉可说是冬天必不可少
的美味，不仅味道鲜美，还能补
身体暖身子。然而部分商贩受
利益驱使，致使假羊肉横行。真

假羊肉该如何分辨呢？假羊肉
的红肉和白肉是分开的，白是
白，红是红，互不相侵。真羊肉
的白肉和红肉是相互粘连的，
有相对清晰、自然的纹理。真
羊肉的红肉潮红或粉红，白肉
乳白色，有亮度，红肉白肉颜
色均一。假羊肉的白肉惨白或
白里泛黄，没有亮度，红肉为
异常红色，偏暗，且颜色不均
一。即便是经多次冲洗，真羊
肉还是有股羊膻味，而假羊肉
里很难闻到羊膻味或气味不
自然。有的假羊肉里加了羊肉
精提鲜，所以鲜味太浓的羊肉
不建议买。

全全市市严严防防““假假羊羊肉肉””流流向向餐餐桌桌
将开展为期三个月专项整治，鼓励市民和企业内部人员举报

昨昨日日聊聊城城空空气气质质量量全全省省最最差差
六个检测点均显示严重污染，Ⅲ级响应措施启动

本报聊城11月29日讯 (记
者 李军) 29日13时，山东省
公布的17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信息显示，聊城空气质量指数
为356，达到严重污染，首要污
染物为PM2 . 5，排在全省倒数
第一位。

聊城城区六个检测点显
示，东昌府区政府、市委党校、
二轻机械厂、海关、鸿顺花园、
开发区等六个监测点空气质量
指数分别为346、354、348、359、
394、348，均达到严重污染。

记者从聊城市重污染天
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获悉，经
市环保局和市气象局共同会
商，11月28日开始，受不利气
象条件和污染物排放影响，聊
城市空气质量逐步转差，未来
三天的气象条件仍不利于污
染物扩散，空气环境质量将出
现严重污染。11月29日空气质
量指数预测为326，11月30日
空气质量指数预测为308，污
染级别均为严重污染。现发布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并决定
于11月29日10:00起启动Ⅲ级

响应措施。建议公众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
路行驶。各中小学、幼儿园尽
量减少青少年户外活动。

空气重污染期间，建议儿
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脑血管、
呼吸道疾病等易感人群留在
室内，停止户外运动；一般人

群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
时间。同时，建议公众尽量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小
汽车上路行驶。

本报聊城11月29日讯 (记
者 张召旭) 24日，聊城迎来
了今冬首场降雪，受降雪影响，
目前蔬菜价格集体飙涨，其中
黄瓜、白菜等价格涨幅较大。

29日，在城区一家农贸市
场，因为最近几天气温偏低，很
多菜贩给蔬菜盖上了棉被、毛
毯等御寒的东西。“这几天天太
冷，你看像茄子、青椒等很多不
抗冻的蔬菜都冻坏了。”长期经

营蔬菜生意的刘先生说，别看
现在蔬菜卖相不好，可价格一
点也不低，比前段时间高出不
少。

记者在农贸市场走访发
现，所有的蔬菜价格都出现了
不同成都的上扬，其中黄瓜、白
菜等涨幅较大。一斤黄瓜价格
由前段时间的2 . 3元涨到了目
前的4 . 3元，白菜从0 . 2元涨到
了0 . 4元。目前蒜薹3 . 2元/斤、

扁豆角5 . 7元/斤、香菜3元/斤、
茼蒿6元/斤、菜心2元/斤、生菜
3 . 3元/斤、油麦3 . 3元/斤、菠菜
1 . 7元/斤、上海青2 . 4元/斤、
长豆角3 . 7元/斤、菜花2元/斤、
青 椒 2 . 4 元 / 斤 、茄 子 3 元 /
斤……

城区一家超市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冬雪来得比较早，而且
降雪之前阴雨天气不断，蔬菜
批发价格逐步上涨，降雪过后，

蔬菜的运输受到了很大影响，
而且天气寒冷也给蔬菜的生长
和储存带来麻烦，其在运输、销
售过程中的费用都有所增加，
这些都直接抬高降雪蔬菜价
格。

不少蔬菜商贩表示，菜价
主要受天气、货源、流通环节的
影响，导致价格上涨，本次降雪
比较突然，因此，菜价出现上涨
也是在情理之中。

一一场场降降雪雪过过后后蔬蔬菜菜价价格格飙飙涨涨
白菜价格翻了一番

聊城被雾霾笼罩，市民在雾霾中赶路。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本报聊城11月29日讯 (记者
焦守广) 25日，记者从临清市

食药监局获悉，临清市食药监
局、公安局两部门成立联合打击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工
作领导小组，构建行政执法和刑
事司法的“无缝对接”体系。

近日，临清市食药监局、公
安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行刑衔接、建立联动联勤工作
机制的意见》，旨在充分发挥各
自职能优势，构建行政执法和刑
事司法的“无缝对接”体系，提高
食品药品行政执法效率和防范
打击能力，保证公众饮食用药安
全。

两部门成立联合打击危害
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工作领
导小组，由分管领导任组长，负
责组织部署和指挥全市公安、食
药监部门开展打击违法犯罪工
作。同时，互通食品药品安全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信
息，建立健全食品药品安全违法
犯罪企业、人员“黑名单”，提高
打击违法犯罪效能。另外，食药
监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
涉嫌食品药品犯罪，应当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的，及时移送公安部
门。公安部门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和涉嫌犯罪行为经审查没有犯
罪事实、或者立案侦查后认为犯
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依法应当追究行政责任
的，及时移送食药监部门。

临清建立食药

执法行刑衔接

11月28日，聊城大学“爱心超
市”活动在大学生服务中心举
行，581名贫困大学生可以选用全
校师生自发捐赠的2500件衣服、
1500余件生活用品。该校自2008

年开设“爱心超市”以来，累计已
为6800多名贫困大学生免费提供
了衣物、书籍等，传递爱心的同
时也提高了大学生们的感恩意
识。图为聊城大学贫困大学生在

“爱心超市”里挑选学习、生活用
品。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许文豪 摄

“爱心超市”
选棉衣

本报聊城11月29日讯(记者 焦
守广 通讯员 耿帅 ) 近日，冠县
食药监局稽查队执法人员对辖区的
歌厅、酒吧等娱乐会所的食品、酒水
进行了安全专项检查，扣压27瓶“问
题酒”。

此次专项检查，共出动检查人员
22人次，检查KLV、酒吧等娱乐场所4
家，立案查处1起。检查中，执法人员
依法向相关单位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扣押涉嫌违规经营进口酒18瓶，
扣押未标注生产日期葡萄酒9瓶，严

厉打击了销售违规经营酒类产品违
的法行为，规范了休闲娱乐场所的酒
类市场经营秩序。

据冠县食药监局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检查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
歌厅、酒吧等娱乐会所的食品安全监
管，保障广大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既
要玩的开心，更要吃的安心。接下来
他们还将继续开展KTV、酒吧专项检
查，并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据了解，歌厅、酒吧等娱乐会所
必须按照经营范围办理《食品经营许

可证》，持证亮证经营；完善食品、酒
水购进台账记录，完善索票索证制
度；从业人员须持有效健康证上岗；
各娱乐场所必须从具有《食品经营许
可证》等资质的企业处购进酒水、水
果、小吃等食品；做好果盘小吃制作
间的卫生、餐饮具洗消毒及相关工作
记录；严禁销售来源不明或者超过保
质期限以及假冒伪劣酒类产品，严禁
销售感观性状异常、无生产日期、无
保质期、无生产厂家的预包装食品，
及时清理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KKTTVV酒酒吧吧查查出出2277瓶瓶““问问题题酒酒””
执法人员依法予以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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