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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夏季食品安全攻坚专项行动火热开展

2 万人
“点”
出关注 人气餐厅迎
“检”
■记者 刘珺
通讯员 游振云/文
记者 石美祥/摄

测清洁度是否达标。
经过半个小时的食安快检，
检测结果显示基本合格，食材将
送达实验室进一步检测。
福州晚报讯 约 2 万名市民
经过约2个小时，
“你点我检”
网络投票、
市人大代表随机抽选，
行动结束。
“我们在检查中发现未
昨日，福州市市场监管局 2022 年
清洁的鸡蛋放在操作台上、紫外
首场“你点我检”行动展开，不打
线灯安装位置太偏等问题，现场
招呼、
不要陪同，
抽检人员直奔人
提醒商家整改。越是人气餐厅，
气餐厅禧悦楼（福飞南路店），记
越应重视细节，消除食品安全风
者随队前往现场直击。
险隐患。
”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昨日 9 时许，市市场监管局
人说。市人大代表郑书鸿提出，
2022 年首场“你点我检”行动开
餐厅很大、
客人很多，
但只看到一
始，
根据前期约2万名市民投票结
台碗筷消毒柜，希望能引起商家
果，
福州10家人气餐厅、
酒店进入
重视。
备检名单。为了确保
“你点我检”
“今天是福州市市场监管局
行动公正公开，市人大代表郑书
2022 年首场‘你点我检’行动，该
鸿作为市民代表来随机抽选，禧
行动将长期开展，根据市民投票
禧悦楼内，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与化验员抽取样品进行化验。 结果，对福州的食品生产经营企
悦楼（福飞南路店）成为抽检目
标。
业进行抽检。”上述负责人说，市
内。随后，
抽检人员前往仓库、
豢 样，
实施食安快检。
昨日 10 时许，抽检人员一行 养池、后厨等“重地”，对环境卫
餐厅碗筷是否卫生干净，也 民对哪些餐厅感兴趣，可以致电
到达禧悦楼，首先在前台处检查 生、食材加工环节等进行实地检 是众多市民关注的重点。抽检人 福州晚报新闻热线 83770333，或
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 查，
同时对提子、
橙子、
茼蒿、
娃娃 员特意在一堆洗好、待消毒的碗 在福州晚报微信公众号留言，抽
件，经现场查看确认均在有效期 菜、空心菜等 10 多种食材进行取 盘里，
找出两个湿淋淋的餐盘，
检 检人员将邀请市民代表一起，前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创新推行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
■记者 叶智勤
通讯员 许珍

轻微不罚！柔性执法以教促改

执法支队在开展执法检查
过程中，对属于《轻微违法
告知承诺事项清单》内的违
去年，
福州市海洋与渔 法行为轻微且没有造成明
业执法支队在全省率先实 显危害后果，
或初次违法且
施渔业行政执法领域轻微 危害后果轻微的当事人，
进
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
为全 行法治宣传教育，
当事人自
省渔业领域加快构建既有 愿签署承诺书，
承诺及时纠
“力度”
又有
“温度”
的科学规 正或在限期内纠正的，
则免
范执法体系，
推动法治效果 予行政处罚；
按照承诺书内
和社会效果“双提升”提供 容，
对当事人的承诺内容是
了范例。
否属实进行检查，
督促当事
按照“告知承诺-复检 人履行相关责任；
发现当事
核查-违诺处罚-诚信管理” 人违反承诺内容的，
逾期不
的实施程序，
市海洋与渔业 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

要求的，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今后的生产生活中，
自己一
规章规定处理，
并将作出不 定会更加主动配合落实管
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当 理部门的各项要求，
切实提
事人作为失信管理人纳入 升依规守法意识。
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自承诺制推行以来，
市
“这样的执法真的太人 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结合
性化了，
我一定抓紧时间补 “谁执法谁普法”，
把普法融
办手续，
以后做事一定严格 入执法的全过程，
持续深化
遵守法律规定”，当得知可 法治宣传教育，
收到当事人
以不用受到行政处罚时，
因 自觉纠正违法行为承诺书
为未取得养殖证而被查获 21 份，
为提高群众的学法懂
的紫菜养殖户龚某忐忑的 法意识、促进违法现象大幅
心终于放下了。他说，
今年 下降、争创“全国法治政府
紫菜收成不佳，
这样的执法 建设示范市”
贡献了海渔力
方式更柔性也更能接受，
在 量。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福州”

马尾培育市域社会治理
“五大品牌”
■记者 马丽清

往现场一探究竟。
昨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
了解到，
当前，
福州正火热开展夏
季食品安全攻坚专项行动，重点
整治种养殖环节、
食品生产环节、
食品流通环节、餐饮服务环节和
特殊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将从加
强农业源头风险防控、强化食品
检验检测、强化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监督检查和严厉打击食品安全
违法违规行为 4 个方面重拳出
击。
其中，强化食品检验检测方
面，
加大食用调和油的抽检力度，
安排开展全市校园食品安全专项
抽检2000批次，
对大中小学校、
幼
儿园、
托管托教机构食堂、
食堂供
货商、校内小卖部以及校园周边
食品经营单位等开展专项抽检监
测，以粮食加工品、餐饮食品、食
用农产品和食用油、乳制品、饮
料、糕点、薯类和膨化食品、方便
食品等 14 大类食品为重点，确保
秋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

罗源中房镇拆除显柄村违建
■记者 郑瑞洋 通讯员 林美佳
福州晚报讯 为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用地
行为，
近期，
罗源中房镇政府对显柄村违建开
展拆除整治专项行动。
据了解，
本次行动共出动30人次，
拆除面
积约250平方米，
有力打击了辖区内的顶风违
建行为，
形成
“拆除一起、
震慑一片”
效应。

遗失·声明
▲ 福州市长乐区吴航贤瑞烤鸭店遗失福
州市长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3501820137488，声明作废。

停气通知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
13:00 至 17:30 进行，届时交通路、工业路
（红旗大饭店至洋头口）、加洋路、西洋路、
荷塘路、白马中路（乌山路至工业路）、中
寰花园、嘉福小区、荷泽小区、荷花新村、F
公馆、华金花园、化机厂宿舍等周边片区
将停止供气。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
8:30 至 11:30 进行，届时欣隆盛世一期（状
元府小区）将停止供气。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2 年 8 月 9 日
21:00 至次日 06:30 进行，
届时福临东城、王
庄一区、
世欧王庄城、
世欧王庄 C-A3 区、
世
欧王庄 C1 区、
世欧王庄二区将停止供气。
请以上用户关闭阀门，注意用气安
全。停气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
发现问题请及时联系 968917。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全链条工作机制，
是马尾区积 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方式， 一码”追根溯源，实现进出查
极打造的一大特色品牌。它 解决了“易安居停车线规划” 验体系、检测检验体系、全程
福州晚报讯 昨日，记者 打通从“审”到“执”再到“破” “邻里矛盾调解”
“小区乱挂晒 追溯体系全程电子化。全程
从马尾区委政法委获悉，
马尾 的梗阻，
实现所有涉自贸区案 现象整治”等问题，受到居民 追溯体系实施以来，
累计录入
区不断创新思路方法，
大力培 件的申请立案、
调解、
庭审、
执 好评。
追溯数据 280 余万条，实现溯
育市域社会治理
“五大品牌”
， 行查控、申请破产、破产审查
人事劳动争议调解方面， 源精准、高效监管，有力保障
为探索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 一体化运作。该机制自 2020 马尾区探索出
“预、
调、
援、
合、 食品安全。
新思路、新路径提供马尾经 年 6 月运行至今，马尾法院已 快、联”六字诀的人事劳动争
此外，马尾区还坚持“善
验。
为当事人节约至少 4100 公里 议调解机制，
2019年以来累计 良司法”
，
打造温暖执法品牌。
融自然公示〔2022〕144 号
日前，省政府发布《福建 的出行成本，
避免当事人在法 受理案件 4275 起，调
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福清金福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广福建自 庭和院部之间
“两头跑”
。
撤率 76%，其中 2021
加州·巴厘香溪小区32#103商铺规划条件核实的公示
贸试验区第九批可复制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方面，
马尾 年受理案件 599 起，
福清金福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加州·巴 日起10日内，
进行书面的陈述、
申辩或提出听证申请，
并
成果的通知》，
马尾法院
“立审 区积极打造“五治融合”平安 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厘香溪小区 32#103 商铺位于福清市阳下街道奎岭 向我局提交相应证明材料。逾期没有提交（出）材料申
现该公司申请对加州·巴厘香溪小区32#103商铺 请，
视为放弃陈述、
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届时我局将按有
执联破”
企业司法全链条工作 社区（村）基层治理机制，以 4.7%，各项指标均位 村，
按现状进行规划条件核实。
关规定办理该项目规划条件核实事宜手续。
机制入选，
成为14项改革创新 “三社联动”为基础，政治、法 居全市前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
法
我局国土规划核验中心负责接收，联系电话：
成果之一。
治、
德治、
自治、
智治
“五治”
融
保障食品安全方 规的规定，现将该项目事宜在福清市侨乡报或福州晚报、 85167051，地址：福清市行政服务中心6层603办公室。
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示栏、
项目现场进行公示。
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立审执联破”企业司法 合发展，在新港社区探索“五 面，
马尾区创新
“一品 利害关系人对此项目事宜有异议的，请于本公示发布之
2022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