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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观察
上海 106 个街镇实现食监所全覆盖

家门口有了食品监督员
聚焦身边

理所。
大数据
“以前监管是
‘橄榄型’结构，基层执法
力量弱。”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阎祖强说，
1 月 9 日，笔者在上海浦江食品药品监
□周琳
现在市、区县、街镇三级执法力量形成 10∶ 管所看到，
工作人员正在对当天从菜市场抽
从 上 海 市 食 药 监 局 获 悉 ，目 前 上 海 25∶
65 的“金字塔”结构，基层所全部配备 样的牛奶、
水产品等进行快检。所长程国晖
106 个街镇已经实现了食品药品监管所全 了快速检测室，可承担亚硝酸盐、瘦肉精等 介绍，这一快检实验室可以对亚硝酸盐、农
覆盖，完善了街镇的监管触角；4200 多个 几十个常见项目的检测，形成了监管体系 药残留、
瘦肉精等 80 个食品项目进行快检，
村居普遍成立了食品安全联络员、信息 从“主动脉”
到“毛细血管”的顺畅延伸。
实验数据实时传递到“监管快检系统”的平
员 、协 管 员 队 伍 ，打 通 了 监 管 的 毛 细 血
家门口有了“守门员”，还要将守门员 台，
出现阳性时能第一时间进行召回。
管。据介绍，未来上海食品安全监管系统 的作用发挥到极致。阎祖强说，未来上海
当日恰逢周五，实验室免费对公众开
将探索“网格化”管理，实现食品安全的 食品安全监管，将以现有城市责任网格为 放。67 岁的退休工人老王送来了自己早
“无死角”
监督。
基础，
指定执法人员负责处置，形成分区划 上买来的猪肉和蔬菜，
“这些菜是我们平时
片、
包干负责的基层监管工作网络，实现网 最常吃的，检测一下当场出结果，消费者放
网格化
格化监管。协管员、信息员、宣传员及城市 心了。”
“半夜才开工，偷偷加工猪头肉？”上 网格监督员在责任网格内，将全天进行全
不仅是快检数据，
在上海闵行，
“大联动
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村的食品安全信 面巡查，
将问题发现在基层。
平台”
已经实现了多种食品安全数据的实时
息 员 在 巡 查 时 ，发 现 了 这 样 一 个“ 黑 窝
据统计，2014 年，无证无照生产经营 云端监控：监督员随机取市场的抽检数据，
点”。之前接受过培训的他知道这不对 食品药品、食品摊贩违法经营、餐饮油烟扰 通过手持的蓝牙传输设备直接上传；信息
劲，立即上报给了当地食品安全专管员。 民、
餐厨废弃油脂非法处置、药品制假售假 员、监督员的投诉举报，第一时间在平台上
监管人员一夜蹲守，取缔了这个非法加工 和非法收购等 5 类顽症在“12331”食品药 “跳红灯”
；
所有的中小学食堂安装
“全球眼”
，
点。
品投诉举报热线所占比例高达 40%。
食品加工过程通过网络实现实时监控……
食品安全的监管难点在基层。国务
上海市食药监局副局长许瑾说，本着
最受市民关注的是“地沟油”数据的监
院食安办的统计显示，过去平均每 2 人要 依法行政的目的，未来上海将出台食品安 控。目前，上海闵行各街镇 629 家餐厨废
监管 200 多个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还不包 全网格化监管的地方法规，拟做到“3 个 2 弃油产生单位试点运行 POS 机刷卡确认油
括小作坊、小摊贩和农户。监管机构机制 时限”——2 个小时内上报巡查发现的食 量，
“地沟油”被非法偷运，云平台第一时间
改革之后，为了实现监管关口前移、监管 品药品安全网格化事件线索和相关证据； 预警；统一的收运车上都安有 GPS 卫星定
重心下移，日前上海已在 8 个郊区（县）所 相关监管部门应在受理后 2 小时内赴现场 位系统，
运行轨迹也在云平台上实时显示。
有街镇成立了 106 个街镇食品药品监督管 核实；
在 2 个工作日内反馈处置进展情况。
“一个房间里有苍蝇，光拍打是不行

的，必须把纱窗装在窗口，让苍蝇进不来。”
上海食药监局闵行分局局长叶宝法说，因
此工作重点也从注重终端的监控，转移到
打造全程监管体系上来。

记分制
事实上，食品安全基层监管能力如何
量化一直让监管人员头疼。
“黑地下窝点如
果不是自己发现排摸的，而是被别人举报
的，街镇考核将直接扣掉 0.01 分。”上海市
食药监局奉贤分局副局长黄观明说，街镇
考核的结合，和当地领导班子的“钱袋子”
是直接挂钩的。
“基层发现不了问题，不仅
面子上挂不住，钱袋子也会瘪一点。”
不仅如此，对市场的监管，也将逐渐引
入信用体系。2015 年 1 月 1 日起，作为行
政处罚裁量依据之一，在上海从事餐饮行
业将和道路驾驶一样，如果有违法违规情
况将被记分，一年内累计扣分达到 12 分，
要“回炉”学习；累计超过 18 分，就将吊销
许可证。
阎祖强表示，借助基层监管的力量，上
海还将对养殖场、外埠养殖场以及超市、批
发市场、中央厨房、大中型餐饮服务企业建
立信用档案，
“一户一档”分级管理，并逐步
将 部 分 信 用 信 息 在 网 站、APP 终 端 上 公
布。
“公众不仅是发现者参与者，更是监督
者。”
阎祖强说。

冰城居民发展型
享受型消费增长
本报讯 （宗 樾）国家统计局哈
尔滨调查队最新发布的住户收支与生
活状况调查资料显示，2014 年，哈尔
滨市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1638.5 元，同比增长 6.4%。
城镇居民消费平稳增长，同时消
费结构也得到优化。居民在满足了
“吃、穿、住”生存型消费后，发展型、享
受型的消费比重有所增长。城镇居民
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占生活消费支出
的比重为 43.5%，
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
分点。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比例的提
升，
说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恩格尔系数是体现居民富裕程度
的重要指标，系数越低富裕程度越高，
系数越高就越贫困。2014 年，哈尔滨
市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 4981.8 元，
恩格尔系数为 32.6%，比上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城
镇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
高，不断改善居住环境的舒适度，更新
家具，添置室内装饰，聘请家政服务来
提高生活质量，带动生活用品及服务
支出稳步增长。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
支出 1307.2 元，增长 7.2%。其中增
幅较大的有人均家具及室内装饰品支
出 325.9 元，增长 9.7%；人均家庭服
务支出 68.2 元，
增长 15.7%。
医疗保健支出明显增长。随着居
民健康意识的增强，保健需求不断增
大。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1817.0 元，增
长 10.3%。其中增幅较大的有人均滋
补保健品支出 283.5 元，增长 16.9%；
人均药品支出 637.6 元，
增长 11.0%。
交通通信支出较快增长。百户家
庭拥有汽车 18.6 辆，增长 8.1%，私家
车拥有量的增加，带动了交通消费支
出的增长。人均交通支出 1902.8 元，
增长 10.7%。居民对移动网络需求量
快速增长，促使居民通信支出稳步提
高 。 人 均 通 信 支 出 1050.1 元 ，增 长
6.9%。
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稳步
增长，人均支出 2432.6 元，同比增长
7.8%。
从具体支出看，呈现 3 个特点：
一是教育支出小幅增长。人均教育支
出 1080.3 元，增长 4.8%。二是文化
娱乐用品平稳增长。人均文教娱乐用
品支出 389.6 元，增长 5.3%。三是
文化娱乐服务亮点纷呈。团体旅游看
景、小剧场影院看戏、球场看体育赛
事、俱乐部健身等，已被多数城镇居
民接受，带动其消费支出明显增加。
人均文化娱乐服务支出 962.7 元，增
长 12.4%。

一言堂

2 月 10 日，知名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发布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消费者信心保持 110 点的高位，高出全球水平 13 个点。
即便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但中国消费者信心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大趋势下。
刘君凤 摄

中国珠宝首饰设计与制作大赛解读未来发展趋势

科技珠宝时代来临

本报讯 （记者丁 莹）珠宝首饰设
计与制作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在
日前举行的中国珠宝首饰设计与制作
大赛颁奖典礼上，来自中国珠宝玉石首
饰行业的专家、设计师们对此做了诠
释，即科技珠宝成就未来发展趋势，文
化珠宝唱响品牌推广强音，精工珠宝锻
造生活品质。
据了解，今年的中国珠宝首饰设计
与制作大赛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
协会、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
心、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联合主办，
旨在让更多社会大众认知珠宝元素除
材料价值之外的设计价值、工艺价值和
品牌文化价值。在本次颁奖典礼的环
节设计中，主办方更是特设“原创·精
工”以及“品牌文化苑”两个独立静态展
区，呈现了珠宝从设计到工艺以及品牌
文化发展的美丽旅程。
“原创·精工”展区展示了本次大赛
中优秀的设计手绘图稿以及大赛个人
技能决赛起版、雕蜡、镶嵌组别的优秀
参赛作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3D 打印
技术在珠宝领域的运用愈发广泛，现场
展示的 3D 打印机将电子设计图稿作品

直接起版，提高了生产效率。更多科技手
段广泛运用到珠宝的生产制作中，也预示
着“科技珠宝”
时代的到来。
“品牌文化苑”展出了本届大赛中由
各企业送选的多件入围作品。作为中国
珠宝设计价值与工艺价值的有力挖掘者
和推动者，我国的珠宝企业在建设自身
品牌文化之路中也作出了巨大努力。一
件件载满生命力的珠宝佳作，见证着设
计师的美妙创意，工艺师的辛勤努力，
更是中国珠宝品牌文化价值的高度凝练
与升华。
随着时代的发展，
设计更加走进生活，
各领域设计师以其优秀的原创设计作品引
导着人们乐享生活。设计，已经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设计周，
将多产业设计融合，打造“原创设计”理念，
挖掘设计的文化价值与经济生产力。珠宝
设计也逐渐成为新兴的文化软实力，设计
师运用珠宝的语言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引
导着人们对于美的追求。
高级工艺制造的馆藏级精品、殿堂级
珍宝，能够历久弥新。她的存在如时光的
回眸，品质的见证，不论时光如何变迁，她
能再现逝去的辉煌和残留的光彩，能重新

演绎曾经拥有过的幸福。无论时代如
何发展，工艺所决定的品质，将永远是
衡量经典的重要标尺。
据了解，中国珠宝首饰设计大赛
始创于 1998 年，发起迄今 17 年，大赛
得到全行业的支持和国内国际的认
可，赛事最大限度地带动了中国珠宝
首饰文化创意事业的发展，影响了世
界对中国原创首饰文化的评价。中国
珠宝首饰制作技能竞赛则发起于 2007
年，以“精工佳作”为珠宝业所倡导
的工艺追求，更是号召并鼓励同业以
质量为本，以工艺为魂。2012 年，设
计与制作大赛合二为一，合并后的赛
事更加明确了向“原创中国、精工佳
作”的目标前进的主旨。2014 年，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中国珠宝首饰
设计与制作大赛升级为国家级二类赛
事，成为珠宝行业中级别最高的赛
事，同时在严格的裁判员培训与考试
条件下选拔出国家级裁判员。
据了解，颁奖典礼结束后，组委会
将精选获奖作品在北京、上海、沈阳、昆
明等国内城市进行巡展，7~9 月获奖作
品将会远赴巴黎进行国际巡展。

丢掉的仅仅是手绢吗

友”
。美国媒体曾报道，前美国总统布什接
受采访时说，他平时会随身带块手绢。在
欧洲，
手绢更是绅士淑女的象征，并成为了
□林鸣
“绿色时尚”的标志。在日本，连小卖部都
中年朋友都不会忘记一个老游戏——
“丢 能买到手绢。调查显示，日本人均拥有 12
手绢”
“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 条手绢，
不少人习惯随身带两块手绢，一块
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找到 用来擦嘴，一块用来擦鞋子。
它……”如今，不少消费者在超市货架间
业内人士介绍，现在，国内消费者每百
忙着“找手绢”，但这不再是游戏，而是一 人年均消费手绢已不足一条。我国现有手
趟尴尬的
“寻宝之旅”。
绢年生产能力约 6 亿条，每年出口 4.5 亿，
人们失望地看到，柜台里的手绢几乎 留给国人消费的仅 1 亿多条。与此形成鲜
绝迹，取而代之的是花花绿绿的纸巾和小 明对比，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纸巾生产企
毛巾。即便找到手绢，它已不再是老面 业天天“都是好日子”。据统计，1998 年中
孔，而是升为“高大上”的进口礼品，普遍 国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生活用纸消费市场，
价格在百元左右，而且是进口货。据售货 仅次于美国。目前我国人均生活用纸为每
员讲，来买手绢的顾客，基本都是中老年 年 2.6 公斤，以 13 亿人口计，一年消耗的
人。这种现象和发达国家正好形成反差， 生活纸制品为 440 万吨。人们弃手绢用纸
那里的居民至今没有抛弃手绢这个“老朋 巾的理由很简单——用着方便，不像手绢，

用过还得洗。为了配合这一理由，制造商
正积极采取行动，将一些“麻烦”的环保产
品打入冷宫，其借口无非“太麻烦”、
“不赚
钱”之类。拿自行车来说，产品质量越来越
次，那副单薄的小身板快承受不住骑者的
体重了，真的很对不起“自行车大国”的称
号。最近有消费者讨论一个话题：
“贴在水
果上的商标底下那块最好别吃，因为可能
有毒物质会渗入瓜果蔬菜。”食品安全专家
认为，使用食品标签尽管省事儿，但标签的
黏合剂中，通常含有苯、甲苯、二甲苯等有
毒化学物质。如果直接贴于水果、蔬菜表
面，苯就可能渗入其内部。因而建议菜农
和销售商在销售水果蔬菜时，不要把标签
直接贴在上面，因为水洗很难把黏合剂去
除干净。然而你说你的，他贴他的。那么，
咱们在吃水果时，最好把流行语“洗洗睡
吧”改为
“削削吃吧”。

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
“ 丢手绢”的游
戏，丢掉的还是一份温馨呢。在 28 岁的李
小姐心中，手绢承载着美好的童年记忆。
上幼儿园时，每个小朋友胸前都用别针别
着五颜六色的手绢，便于老师给小朋友随
时擦汗擦鼻涕；做游戏时，手绢还会拿出来
当道具。现在闭上眼睛，她仿佛还能闻到
手绢上残留的淡淡香皂味，那种味道实在
让人怀念。遗憾的是，妈妈的味道没有了，
节俭环保的味道也没有了。难道大家真的
不知道？一块小小的手绢丢失后，能源浪
费、二次污染及卫生隐患会接踵而来。手
绢不仅给人们带来麻烦，还惊动了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钟
南山与媒体发出共同呼声：
“广用手帕，少
用纸巾，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那么，就
请院士和我们一起玩“找手绢”的游戏吧，
尽管这个
“游戏”多少有点儿沉重。

专车接驾
□孙圆
钢镚儿简历：男，知识青年，虽属白领但出身卑
微，节俭成性，
总是每一分钢镚儿都数着齿儿花……
看着手机里越抢越多的“滴滴”打车优惠券，
一向穷酸的钢镚儿心里有点发痒，这都有 20 元的免
费车费了，差不多也可以体验一下专车服务了，听
同事说有时候还能碰到奥迪“接驾”，而且服务非常
到位，车里一般都备有矿泉水、纸巾和口香糖之类
的贴心小物件。
心动不如行动，钢镚儿立即开始了操作。果真给
力，不到 1 分钟，手机软件就显示有一辆本田雅阁的康
师傅已经抢单成功，而且正向他的方向驶来。可明明
手机软件显示只需等待 1 分钟，快 5 分钟了，这位康师
傅仍旧不见踪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钢镚儿赶紧拨
通了康师傅的电话。
“我已经在你导航的位置，请问你
在哪里？”还没等钢镚儿开口，康师傅首先发问了。原
来，这位师傅的车就在钢镚儿对面停着，无奈导航只
能圈定大致范围，
他也在四下观察。
刚一上车，康师傅就提醒钢镚儿寄好安全带，
并一再抱歉地说因为路况原因没有下车开门迎接，
钢镚儿坐在宽敞舒适的车子里，听着这样暖心的服
务语，顿时感觉到了专车的“高大上”，以至于都忘
了看手机上蹭蹭上涨的钱数。“怎么一下子都 32 元
了？这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啊！”钢镚儿被这数字
吓了一跳，平时打出租车回家全程大概也就 30 元左
右。“专车肯定贵啊，起步价、公里费以及拥堵等候
费都要比出租车贵一点。我们比的是叫车速度和服
务。”
看着基本上是一秒一变的钱数，钢镚儿再也无心
听康师傅滔滔不绝的专车服务介绍了，更令他惊讶的
是，这位师傅竟然不认路。
“ 我刚来北京没多久，你走
的这个地方我实在不太熟悉。”康师傅一脸抱歉。态
度如此诚恳，钢镚儿也无处挑刺：
“ 没事，还好是回家
的路，我给你当人工导航。”
在后续的谈话中钢镚儿才知道，康师傅来自河
南，听说北京的专车生意很好干才出来当了司机。
“专
车分很多种，我们这一类的什么都不用管，只要会开
车就行。我们那里有好多外地师傅。”康师傅憨憨地
笑着：
“一个月也能拿个好几千，生意好的时候上万元
也不稀罕。”
钢镚儿正要感慨这样的好收入，一看前面亮起一
片红灯，晚高峰拥堵开始了。
“打专车就怕堵车。”康师
傅一边艰难地驾车往前移动，一边耐心地讲解着。
“这
每堵一分钟要收 5 角钱，堵得时间越长费用就越高。
而且有的时候因为网路信号不稳定，不能及时跟上计
费系统，还常常发生双方因为打车费用不一致导致的
争执，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得以乘客的显示为准。”
蜗牛一样地行进了十几分钟后，钢镚儿手机软
件上的打车费用已经变成 50 多元了，离目的地还有
1/3 的距离。钢镚儿不禁慨叹一声：真贵。康师傅附
和着，但又笑着说：“你别光看费用啊，有的人就习
惯打专车，因为他们不喜欢出租车上的味道和服
务。”钢镚儿心里想，也是，没有需求怎么可能有市
场呢？
60.5 元，到达目的地后，手机软件显示出了此次
费用。除去优惠券 20 元，实际还要付 40.5 元，钢镚儿
只觉得体验出了贵。

好丽友携手林志颖
再谱“不老传奇”

本报讯 （晓 航） 一提到“不老神话”，相信很
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志颖，其实在休闲食品之
中同样有一个“不老”的存在，这就是好丽友·派。
近日，好丽友·派与林志颖再聚首，共同谱写了一段
传奇。
1 月 21 日，林志颖在微博中写到“大概 20 年前，我
和另外的小朋友拍摄了第一支好丽友广告。”结果引
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网友们找出了好丽友·派与林
志颖合作拍摄的第一支广告和近期好丽友·派与林志
颖父子在福建拍摄的新广告进行对比，很多人感慨：
这么多年过去了，好丽友·派的味道依然诱人，林志颖
的样子也依然帅气。
自 1994 年进入中国市场后，好丽友就在不断地
改变自己，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好丽友将消费者视
为“朋友”，以“好丽友 好朋友”为品牌理念。好丽友
深知，只有朋友才会诚心诚意相待，与消费者成为“真
正的朋友”才能够赢得市场。因此，好丽友将派的包
装更换为中国消费者更加喜欢的红色，并在 2008 年
首次将“仁”的概念融入好丽友·派之中，寓意着用“仁
心”和好朋友分享美味，从此“有仁，有朋友”便成为了
好丽友·派的代名词。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一起吃派，
传递“分享才能获得真正的朋友与快乐”的真谛，派的
重量也由 30 克一枚变成了 34 克一枚，来满足朋友之
间的分享。如果说林志颖是凭借着努力成为了娱乐
圈中的“不老男神”，那么好丽友·派则是凭借着这种
不断的自我改变与贴近消费者的“心”而成为休闲食
品行业中的一个“不老传奇”。

世纪金源集团项目
获国家4A
获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级旅游景区

本报讯 （江 岱）2 月 8 日，世纪金源集团在福建
省福州市的旅游地产项目——贵安新天地获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荣誉称号。
据了解，贵安新天地是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
黄如论在家乡福州打造的第一个集旅游、商业、住宅
休闲养生等多位一体的超级旅游商住综合体。作为
650 万平方米海西首席旅游商住综合体，贵安新天地
坐落在贵安温泉旅游度假区，项目规划有两座五星级
酒店、五大旅游娱乐公园、两所中小学名校、世纪金源
奥特莱斯广场、海峡传统文化街、福州百姓长廊、勉斋
书院、温泉世界、贵安总部经济、低密度住宅、高层住
宅、高级商务写字楼、超五星级酒店公寓等多种业态，
堪称福建省社区规模最大、公园最多、配套最齐全、功
能最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宜居养生、休闲度假之城
邦。
据介绍，授牌会上，福建省科协还分别向贵安儿
童职业体验海洋世界、贵安国际大剧院、罗源湾海洋
世界授牌“福建省科普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