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郑邦京 实习记者 温玉
焕 通讯员 余敏 刘政文 摄影报
道冤记者从儋州市食安办了解到袁
在 2017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袁
儋州市食药监局宣传与执法检查
并举袁 集中展出儋州市三年以来
办理的食品案件 490多宗袁 以及

全省范围内的 15宗典型食品安
全涉刑案例遥

据悉袁2017年食品安全宣传
周期间袁 儋州市食药监立案查处
过期食品 3宗尧农药残留 3宗尧有
毒有害食品渊海白螺冤1宗尧标签
比符合规定的食品 3 宗等共 10
宗案件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郑邦京 实习记者 温玉
焕 通讯员 余敏 刘政文) 2017年
食品安全宣传周袁 儋州市高度重
视袁多措并举袁食安办各相关成员
单位精心开展各项活动袁 加速形
成野食安儋州冶社会共治格局遥
根据方案袁 儋州市工商局通

过官方微博尧 官方微信发布食品
安全消费环境信息袁 利用市局及
工商所一楼的 LED屏尧辖区内商
场等经营场所的内外 LED 大屏

进行宣传遥
7月 6日上午袁 儋州召开了全

市学校渊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隐患
自查自纠暨 2017年秋季学期前食
品卫生安全风险排查工作会议遥
还制作了图文并茂尧 生动易懂的
叶中小学生安全知识宣传挂图曳遥
据悉袁目前袁儋州市食品安全

宣传已与日常监管相结合袁 建立
起了食品安全宣传长效机制袁并
用科技武装监管手段袁竭力让野问
题冶食品无处藏身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
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郑邦京

实习记者 温玉焕 通讯员 余敏
摄影报道冤野关注食品安全袁 享受
健康生活冶野食品安全投诉举报最
高可获 50万奖励袁投诉举报电
话 12331 尧12345冶噎噎最近袁
细心的消费者会发现袁在
儋州的社区尧 农贸市
场尧超市尧农村尧学校食
堂尧电梯尧公交站台等
人流量大的场所袁随处
可见张贴的食品安全宣
传资料遥
根据省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统一部署袁
儋州市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3 日组织
开展了以野尚德守法 共

治共享食品安全冶为主题的
内容丰富的食品安全宣传周

活动袁取得了明显成效遥
活动期间袁儋州市食安委成员

单位各尽其责袁组织开展了食品安
全专项监督检查遥对全市辖区内的
超市尧食品经营户尧集贸市场尧农村
食杂店以及校园周边地区开展了
拉网式检查遥
今年的食品安全宣传周袁儋州

市食药监局宣传模式多样袁通过广
播尧电视尧专栏尧报刊等方式实现了
食品安全知识进机关尧 进超市尧进
市场尧进社区尧进学校尧进农村袁形
成了野报刊有文章尧电视有影像尧网
络有专题尧户外有广告冶的立体宣
传全覆盖格局袁食品安全宣传不留
死角遥

据悉袁此次活动袁儋州市突出
正面宣传袁曝光假劣典型袁高度重
视宣传周前后及期间的食品安全
舆情监测和研判袁没有发现相关负
面消息袁 正面宣传效果十分明显袁
在全市逐步形成了人人关注尧支
持尧 参与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袁共
治格局初步形成遥

一是在宣传周前期
就在媒体上营造宣传氛
围袁 并集中开展了食品
安全专项快检排查行
动袁 及时发布食品抽检
检测信息遥
二是在 6 月 29 日袁由

儋州市食安办尧 儋州市食药监
局承办的 2017年儋州市食品安全
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夏日广场隆重
举行袁并开展了发放宣传资料尧
现场咨询尧视频播放尧展板摆
放尧 执法宣传车街头巡回
宣传等形式开展宣传咨
询活动袁 把此次宣传周
启动仪式推向高潮遥

三是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及协
管员 170 余名人员参加国务院食
安办指导的野食品安全网络知识竞
赛冶袁七月底袁还将选拔 2名成绩优
秀人员参加省级食品安全网络知
识竞赛遥

四是联合市教育局袁举办野食
品安全校园行冶活动袁张贴食品安
全消费提示宣传画袁发放食品安全
小知识手册 1000余份袁 引导社会
公众尧学生尤其是中高考学生防范
食品安全风险遥
此外袁该局聚全局之力组织开

展进机关尧进社区尧进市场尧进超
市尧进学校尧进农村等野六进冶活动遥
在那大城区 5个社区袁83个电梯尧

10个公交站台张贴野食品药品投诉
举报电话 12331冶宣传图画曰在食品
消费相对集中的大型农贸市场尧超
市尧学校食堂尧餐饮场所袁将野食安
查冶APP二维码制作成宣传展板袁
供群众扫码下载查询袁集中宣传全
国食品抽检结果查询系统曰组织食
品安全信息员进机关发放食品安
全知识小册子曰 并在农贸市场尧超
市尧农村偏远地区悬挂尧张贴内容
为野食品安全投诉举报最高可获 50
万奖励 投诉举报电话 12331
12345冶的横幅袁宣传图画遥

7月 5日下午袁 儋州市食药监
局还创新方式袁在该市兰洋镇蓝洋
居开展了一个以座谈形式为主的

关于贯彻落实叶海南省食品摊贩监
督管理办法渊试行冤曳的培训会遥

据介绍袁宣传周期间袁儋州市
食安办协调市司法局普法宣传
LED专栏袁儋州市食药监局在当地
广播电视台开辟 野食品安全宣传
周冶专栏袁两个专栏每天循环播出 2
条食品安全公益广告袁并在市电视
台播放野12331冶公益宣传片尧10 个
食品安全系列科普片和消费提示袁
同时结合儋州本地文化袁市食药监
局用本地方言录制三句半尧 快板尧
本地歌曲等食品安全宣传知识专
碟袁在食药监局一楼电视视频 8小
时不间断播放袁有利提升了公众对
食品安全的知晓率和认知率遥

全国 27个主要高铁客运站袁今起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

网上订餐 坐上高铁品尝地方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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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段然冤
乘坐动车尧高铁可以微信支付沿途点餐啦浴

7月 17日起袁 乘客乘坐 G尧D字头的动车组
列车袁 可提前在铁路 12306官方平台上用微信支
付完成订餐遥覆盖全国的 27个高铁客运站作为首
批试点供餐站同步上线餐食派送服务袁 超过百家
餐饮品牌可供乘客选择遥比较遗憾的是袁海南未纳
入此次试点的 27个供餐站遥

在列车出发两小时前袁旅客可以通
过 12306官方网站或者 12306APP两种
方式进行微信支付点餐遥 旅客在 12306
网订票成功后袁将收到系统提示袁确认
订餐时袁根据页面提示办理袁即可使用
微信支付买单遥
通过电话尧车站窗口尧代售点尧自动

售票机等其他方式购票的旅客袁也可通
过 12306官网订餐袁只需提供车票信息
和联系人信息遥 所订餐食费用渊含配送
费冤和其他网络订餐方式一样袁不再额
外收取遥不仅如此袁旅客订餐成功后袁铁
路站车服务人员会把餐食送到订餐旅
客指定的车厢和席位遥

对旅客来说袁想吃的美食都可通过
线上订购尧微信支付袁从此以后无需考
虑列车上的用餐难题袁也无需在列车上
使用现金找零遥通过微信支付的网络订
餐大大减轻旅客在列车上的消费压力袁
让旅客能享受完善的无现金出行方式遥

乘客用餐的选择越来越多样遥通过
铁路网上订餐系统袁用微信支付既可以
订所乘列车餐车供应的餐食袁也可预订
沿途供餐站供应的多种地方特色餐食遥

目前袁首批试点的供餐站共 27个袁
主要是上海尧天津尧广州尧南京尧杭州尧西
安尧沈阳尧长春尧武汉尧济南尧福州尧厦门尧
长沙尧成都尧重庆尧兰州等省会及计划单
列市所在地高铁客运站遥

除了肯德基尧麦当劳尧德克士等袁沿
途供餐站还有多种地方美食供乘客选
择遥例如袁途经广州南站可订购野七十二
街冶的广式餐点曰成都东站尧重庆北站可
预定野川之味冶热辣川味美食曰西安北站
则供应野大唐腾记冶野飞花冶等品牌的腊
汁肉夹馍曰 太原南站可品尝到传统的
野好主妇冶中原美味噎噎

餐饮服务 O2O 的主要场景通过

微信支付解决方案再次拓展遥 微信支
付接入铁路网上订餐系统袁 也打通了
餐饮的野车上冶和野车下冶袁让更多乘客
体会到便捷高效的无现金生活方式遥
铁路系统与微信支付创新合作的加
快袁也标志着野无现金生活冶理念将随
着中国铁路延伸至全国袁真正实现野无
现金出行冶遥

出发前 2小时可订好全程餐食

全国 27站百家供应地方特色美食

更 高 效

更 丰 富

儋州市食药监多措并举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我宣传你防范 确保“舌尖”安全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郑邦京

实习记者 温玉焕 通讯员 余敏 刘政文 摄影报道冤
记者从儋州市食安办了解到袁2017年食品安全宣
传周活动期间袁 儋州市食药监局多措并举开展食
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袁宣传声势强劲遥

“两学一做”学习贯穿
到食品安全宣传周

“食安儋州”众志成城
加速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宣传与执法检查并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