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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婧） 1月30
日，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焦
作市知识产权局） 正式挂牌成
立。副市长武磊与焦作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张林共同揭
牌。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
副书记、局长孟令辰主持揭牌仪
式。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导

班子成员及机关干部参加揭牌仪
式。

根据省委、省政府批准的
《焦作市机构改革方案》，我市组
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职责，以及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职责、
市知识产权局的行政管理职责等
整合，组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为市政府工作部门，挂市知识
产权局牌子。保留市政府食品安
全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承担。

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设在市辖区分局整
建制划转至相应市辖区，与相应
市辖区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整合，
组建市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不再保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及其分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及
其分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焦

作市知识产权局） 的挂牌成立，
是我市市场监管发展史上的一件
大事，标志着我市市场监督管理
工作迈入新的阶段，将对构建优
化、协同、高效的市场监管体
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
代市场体系和推动我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刘婧）春节期间
走亲访友、阖家团圆，也是市民外
出就餐、购物的高峰期。昨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春节消费提
醒，提醒广大市民要合理防范风
险、科学消费。

餐饮消费多留心

春节前后是聚餐的高峰期，市
民在外出就餐时，应选择环境整
洁、证照齐全、信誉度高，有明厨
亮灶或视频展示的餐馆就餐，建议
优先选择食品安全监督量化等级较
高的餐饮单位就餐。就餐后，要索
要正规的发票或收据等凭证。外出
就餐时，不要使用感官明显异样的
食物。

家庭用餐食材应选择证照齐
全、管理规范的商场、超市、农贸
市场等处购买；要科学合理储存，
避免食材过期或腐烂变质；加工刀
具、砧板、容器具等要生熟分开，
使用冰箱冷藏食物时要避免生食和
熟食接触，避免交叉污染；要尽
量吃当天加工的食品，冷藏或过
夜的熟食、饭菜，在感观确认未
变质的前提下，食用前必须彻底
加热。

外卖订餐应选择有《食品经营
许可证》和亮化分级的外卖餐馆，
尽量选择距离近、口碑好的外卖餐
饮店订购。收到外卖食品后，要注
意检查包装是否完好、食物是否新
鲜，并及时食用，切勿长时间存
放。不要网购凉菜、生食海产品等
高风险食品。

选购商品要当心

春节是消费旺季，在网上购买
食物要注意选择商家，一定要选择
有资质、信誉度高、交易量大、消
费者评价高的正规的电子商务平台
和官方网站，还需注意保存和经营
者之间的聊天记录、电子订单、付
款记录、优惠活动宣传截图、电商

承诺或协议等电子数据，如需退货
应注意保留凭证（快递单据）。

春节很多人会给老年人送保健
食品。不过，保健食品是食品，而
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而且保
健食品在内的所有食品均不具有预
防和治疗功能。消费者在选购保健
食品时，要认清产品包装上的保健
食品标志，然后再根据需要购买。

预付消费需有度

近两年，预付费卡消费投诉日
益增多，主要集中在美容美发、健
身、洗车、餐饮娱乐等行业。预付
式消费虽然具有一定的便利性和价
格优惠，但由于其使用周期长、消
费者与商家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经
营者一旦出现关门、停业、商家易
主、店方倒闭甚至携款潜逃等情
况，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难以得到
保障。

春节是娱乐、餐饮等各类服
务行业消费的高峰期，经营者会
推出多种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办
理预付费卡。消费者购买预付费
卡时，务必要理性谨慎，预付式
消费优惠折扣程度往往与风险成
正比，消费前要注意检查经营者
的营业执照是否齐全有效、经营
单位是否拥有较高的市场信誉度
和较好的经营状况。

消费者应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
限量办理。购买预付费卡时，不要
被商家的推销让利所诱惑，一次性
购买的金额不宜过大，应选择金额
小、期限短的预付费卡，并应尽快
在约定的期限内消费。这样，即便
出现问题，风险也会相对较小。办
理预付费卡时，要与经营者签订合
同，通过合同约定商品和服务的数
量、质量、价款、履行期限及方
式、安全注意事项及风险警示、售
后服务、民事责任等内容。同时，
要保留好发票等购物凭证，一旦权
益受到侵害时便于合法维权。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春节消费提醒

本报讯（记者刘婧）随着春节
的临近，餐饮单位备战“年夜饭”
已进入倒计时。今年 1 月起，市、
区两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承办

“年夜饭”的餐饮服务单位开展专
项监督检查，让百姓的“年夜饭”
吃得放心。

针对春节期间庆祝活动和公众
聚餐活动多的特点，该局要求我市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以餐饮集
中区、旅游景区等为重点区域，以
旅游景区餐饮服务单位、旅游团队
接待单位、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等为
重点单位，以原料采购、凉菜制
作、生食海产品加工、餐饮具清洗
消毒等为重点环节，强化监督检
查，严格制度落实，消除风险隐
患。

今年春节，解放区、山阳区、
马村区、中站区共登记承办“年夜
饭”的单位 70 家。其中，解放区
37 家。为做好承办“年夜饭”餐
饮单位的监管工作，该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对春节期间一次性承办

5桌宴席以上的餐饮单位实行申报
制度，要求各餐饮服务单位对一次
性预订5桌以上 （含5桌） 的详细
菜单、包桌数量、就餐人数、包桌
人姓名及联系方式进行上报。

山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
前部署，对辖区提供“年夜饭”的
餐饮单位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检查
食品原料采购登记、餐饮具消毒保
洁、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店内卫
生等方面；详细了解餐饮服务单位

“年夜饭”的预订及筹备情况，防
患于未然。

据了解，在做好对承办“年
夜饭”餐饮单位监管工作的同
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制订了
紧急应急预案。春节期间，该局
及各县 （市） 区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将严格执行全天 24 小时值班制
度和领导带班制度。同时，做好
食品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确保
群众举报和突发食品安全问题得
到及时处理，全力保障节日期间
的食品安全。

紧盯餐饮环节 保障“年夜饭”安全

本报讯（记者刘婧 通讯员张
霞香）为规范保健市场经营秩序，
治理保健品乱象，切实解决群众关
心的热点问题，确保人民群众消费
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今年1
月份以来，我市多部门联合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
日行动”，将保健市场暴露出的消
费欺诈、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等保
健品违法行为作为集中打击强力整
顿的对象。

“百日行动”从1月8日开始，
以容易发生保健市场推销活动的社
区、公园、广场、车站、码头等人
员密集场所及领域，日用消费品、
日用家电等与人民群众日常消费密
切相关的行业和领域为工作重点，
全力打击虚假宣传、虚假广告、制
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欺诈消费
者等各类违法行为。“百日行动”
期间，经历的春节、元宵节等节假
日，“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等
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也将成为此次
行动的重点时段。

据了解，此次“百日行动”分
为宣传及排查、集中整治和总结提
升三个阶段。

此次“百日行动”，我市市场
监管、公安、工信、卫生健康等
13 个部门将联合执法，重点查处
虚假宣传及组织虚假宣传行为，
虚假违法广告行为，保健食品中
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及宣传治疗
作用行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
为，无证无照经营行为，价格违
法行为，故意拖延或无理拒绝消
费者合理要求行为，直销企业、
直销员及直销企业经销商的违规
直销及传销行为，企业或个人未
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等行为，
以保健为名开展的各种违法违规
行为等；切实加强对我市保健市
场监督管理，维护好市场秩序和
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

“百日行动”中，我市将不断
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
行为的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以查
处案件为抓手，协调公安、通信等
部门，联合查处投诉举报、媒体报
道等违法违规案件，曝光一批违法
典型案件，形成高压态势，有效遏
制保健市场乱象，进一步规范保健
市场秩序，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切
实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

我市多部门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本报讯（记者刘婧）春节将至，年
味儿渐浓。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百姓的
饮食安全，今年1月初，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紧密结合节日消费特点，开展
了节日市场重点食品监督抽检工作，全
力“护航”百姓节日餐桌安全。

据介绍，此次抽检由市、县 （市）
区两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联合行动，于
1 月 9 日全面启动。为保证检验检测结
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我市采取第三方
抽检机制，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节日市
场的重点食品进行抽检。

1月18日上午，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联合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食品药品
监管局共同开展了节日重点食品监督抽
检工作。在韩愈路中段百大嘉苑生活超
市，市、区两级食品药品监督执法人员
和相关抽样工作人员对照采样单开始工
作。

在超市的调味品销售区，抽样工作
人员的任务是抽检一种品牌的酱油。为
了确保抽样准确性，工作人员先是用平
板电脑登录网站，查询要抽取酱油的品
牌是否重复。经过确认，抽样工作人员
现场提取了8瓶某品牌酱油。

记者注意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不仅通过感观对食用调味品
的来源、真伪等情况进行检查，还使用
手机扫描食品包装上的二维码，了解部
分食品的生产等相关信息。“春节前后，
食品市场需求旺盛，选购食品时市民可
以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了解相关信
息。”该局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据介绍，目前，我国各知名食品原
产地都在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
体系,有效保证食品安全。一些追溯体
系建设较完备的食品，消费者只需用手
机扫一扫包装上的二维码就能了解其

“前世今生”。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工作，抽样工作

人员共在该超市抽取生猪肉、生猪心、
菠菜、韭菜和酱油5种商品，在超市结
账后索取了购物凭证。随后，抽样人员
为所抽食物样品填写了焦作市食品安全
抽样检验抽样单，在食品药品监督执法
人员和超市相关负责人的监督下为这些
样品贴上封条。

据了解，此次节日市场重点食品监
督抽检，我市计划抽检337批次，其中
预包装食品 81 批、食用农产品 106 批、

餐饮食品 70 批、小作坊食品 80 批。抽
检范围涵盖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
场、超市、小食杂店、大中小型餐饮单
位、机关和高校食堂等，抽检工作将持
续到2月15日。

目前，我市正在加紧开展抽检工
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抽检结
果，加强对问题多的食品进行整治，并
适时发布食品安全消费预警和消费提
示，引导全市人民安全消费。

我市开展节日市场重点食品监督抽检

我市食品药品监督执法人员和
抽样人员在韩愈路中段百大嘉苑生
活超市，对节日重点食品进行抽样。

图① 抽样人员对调味料进行
抽样。

图② 抽样人员对蔬菜进行抽
样。

图③ 超市负责人签字确认
抽样食品。

本报记者 刘 婧 摄

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及部分机关干部参加揭牌仪式。
本报记者 刘 婧 摄

1月30日，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副市长武磊（左）与焦作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张林(右)共同揭牌。 本报记者 刘 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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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婧）春节期
间，节日消费旺盛。1 月31 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部署，聚
焦重点、难点和容易引发问题的
风险点，集中力量打好五个方面
攻坚战，全力以赴抓好春节期间
市场监管工作，维护人民群众的
健康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这是记
者昨日从该局了解到的信息。

全力打好食品安全监管攻坚
战。该局要求，强化食品全流程
全链条监管，针对节日期间消费
特点，以粮食加工品、食用植物
油、肉制品、水产品、乳制品、
酒类、饮料、调味品、保健食品
等为重点品种，以集贸市场、商
场、超市、旅游景区、城乡接合
部、农村地区等为重点区域，加
大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抽检力
度，组织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开
展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强化农村
市场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
整治活动，扎实开展食品批发市
场、集贸市场、食品展销会、庙
会、农家乐等场所节日热食品和

民俗特色食品的监督检查，加强
旅游定点接待单位、农家乐、

“年夜饭”供餐单位、高速公路
服务区、养老机构食堂等重点单
位的节日餐饮食品安全监督检
查。加强保健食品监督检查，联
合开展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
行动”，坚决查处保健食品欺诈
和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全力打好药品、医疗器械、
化妆品安全监管攻坚战。该局认
真落实食品药品生产环节日常监
管责任，督促药品生产企业切实
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重点抓
好疫苗、血液制品、注射剂、无
菌药品等高风险品种、高风险企
业监管等。以旅游景区、车站、
码头、城乡接合部、农村为重点
区域，加强对药品流通、使用环
节主渠道的监管检查，严厉打击
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销售回收
药品等违法违规行为，防止假劣
药品流入市场和特殊药品从药用
渠道流失。进一步强化重点区域
医疗器械零售企业的监督检查，
按照现行互联网销售监管要求，

做好春节期间网络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销售的监管工作。

全力打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攻坚战。该局集中开展特种设备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排
查关键风险点，组织开展隐患排
查治理，做到立查立改。结合春
节期间特种设备使用特点，有针
对性地开展重点时段的专项检
查，坚持以锅炉、电梯、压力管
道、大型游乐设施等为重点设
备，以商场、旅游景区、庙会、
车站、游乐园等人员密集场所为
重点区域，以移动式压力容器
（气瓶） 充装站、危化品相关压
力容器使用单位等为重点单位，
组织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并有重点地开展监督检查，
严格督促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加
强设备的检查和维护。

全力打好物价监管攻坚战。
该局加强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农副
产品的价格监管，结合本地实际
情况，加强粮、油、肉、禽、
蛋、菜、奶、盐等生活必需品市
场价格监管，组织力量开展市场

巡查和随机抽查，严肃查处哄抬
价格、价格欺诈、串通涨价等违
法行为，加强生活服务业价格监
管，密切关注医疗、家政、餐
饮、洗车等领域的价格情况，依
法查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价外
加价、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法行
为。同时，加强对交通运输、车
辆救援服务和高速公路收费的
监督检查,加强冬季供暖、供气
和电力价格监管，加强对供暖
企业的价格检查，严肃查处不
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以
及安装工程中的乱收费行为，
保证群众温暖过节。加强天然
气，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
价格监管，严格规范价格收费
行为，保障节日期间天然气价
格秩序稳定。加强电网和转供
电环节电价检查，切实把电价
降价政策落到实位。

全力打好维护市场秩序攻坚
战。该局严厉打击商标侵权违法
犯罪活动，加大对各类生产经营
主体、各类集市、大中型批发市
场，生产、销售商标侵权“山

寨”、假冒商品的查处力度，维
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加大重点领域广
告监管执法力度，营造节日期间
良好的广告市场环境。做好节日
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监测管理
工作，密切关注网络促销活动动
态，及时研判趋势和风险，加强
行政指导，及时处置重点网络交
易舆情，警示违法行为，强化属
地重点网络交易平台监管工作，
对虚假打折、虚假宣传、虚假违
法广告、价格欺诈、不公平格式
条款、刷单炒信、销售假冒伪劣
商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重点监
测监管，提前采取风险防范措
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维护
市场经营秩序。畅通消费者投诉
渠 道 ， 确 保 春 节 期 间 12315、
12365、12331、12358 等投诉举
报电话渠道畅通，切实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为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该局派出多支督导组深入各县
(市)区，就节日市场安全监管工
作进行督导检查。

市市场监管局部署全力打好五个方面监管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