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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阳光厨房建设、大宗食品集中配送……

百万学生餐饮有保障
食堂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阳
光厨房建设、大宗食品集中配送、
品牌超市进校园、学生食品安全知
识教育普及……
为提高全市 120 万师生饮食安
全保障水平，市政府于 2013 年印
发 《宁波市百万学生餐饮安全工程
2013-2015 年行动方案》 和六个
子工程方案，正式启动“百万学生
餐饮安全工程”。截至目前，该工
程已累计投资 4.9 亿元，完成学校
食堂改造提升项目 732 个；学校食
堂 《餐 饮 服 务 许 可 证》 持 证 率
100%，学校食堂大宗物资统一配
送 、 定 点 采 购 率 达 99% ； 建 成
省、市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 183
家 ， 品 牌 超 市 进 校 园 率 82.3% ，
学校饮用水城镇管网接入率
100%，学生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
在 90%以上。

基础设施改造
总投资 4.9 亿元
今年暑期，江北区庄桥中学花
了 16 万元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全
面改造。食堂整体由原来的两层增
为三层，改变了原来学生需要分时
段就餐的窘境；同时还对内部进行
整体粉刷，对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功
能间进行改造，并在每一层都设置
了符合要求的备餐间，还建起了阳
光厨房。
亮堂堂的餐厅，整洁的餐桌，崭
新的餐具……如今，我市大多数学
校食堂与之前相比，均可谓旧貌换
新颜。据市教育局统计，截至今年
10 月，全市共完成学校食堂基础设
施改造项目 732 个，累计投资 4.9 亿
元。
据悉，早在 2013 年年底，市教
育局会同市财政局就已经下拨专项
经费 4196 万元，有力地推动了各地
的工作进度。同时，针对各地区发
展不均、个别学校硬件条件差、经费
投入不够、财政压力大等特点，又专
设学校食堂基础设施完善改造提升
专项资金，用以对提升改造工程的
奖励和补助。截至目前，全市累计
补助奖励资金 5000 余万元。

市局：
飞行检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校园内品牌超市。
校园内品牌超市
。

大宗物资统一配送、定点采购占 99%
昨天早上 7 时，鄞州梁桥米业有
绍，自 2013 年起，我市成立了宁波
限公司给东钱湖中心小学食堂送去
市学校后勤物资联合采购中心，并
1000 公斤大米，同时，宁波舟煜食
进行了两次大宗物资联合招标；市
品配送有限公司也给该小学送去 75
教育局直属学校及各区县（市）学校
公斤白菜、萝卜、猪肉等食品。而这
也陆续对粮、油等大宗商品以政府
些食品，到了中午，就会被加工成学
或集中招投标形式实行统一配送。
生们的饭菜。
“一般主副食品实行定点采购，同时
据悉，从今年开始，东钱湖 17 所
探索农校对接、企校对接和基地与
公办学校和幼儿园都实行了食品定
学校对接等多种采购模式，以降低
点配送。
食品采购成本，并确保食品质量与
“统一配送、定点采购可以实现
安全。截至目前，全市学校食堂大
学校食品安全源头的快速追溯和有
宗物资采购，统一配送、定点采购占
效管控，进一步降低学校的食品安
比由 2013 年的约 56%提到目前的
全风险。”据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约 99%。
”

已建成省市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 183 家
日前，
大榭开发区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市场监管部门与第三方公司合
作，开展 ASM 管控体系项目指导的
重点餐饮单位实施规范化达标建设
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第一批 10 家重
点餐饮单位全部顺利通过达标验收，
其中就有 3 家学校（含幼儿园）食堂。
近年来，随着学生餐饮安全工
程的不断夯实，越来越多的学校食
堂加入“示范学校食堂”行列。截至
目前，全市已建成省、市食品安全示
范学校食堂 183 家。
“学生的餐饮及食品安全容不
得半点忽视，因此，学校的餐饮安全
历来是我们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
据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规范学校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单
位的食品安全管理，相关部门携手
合作，校内主抓食品安全第一责任
人意识，督促学校开展食堂基础设

施改造完善和食品来源追溯可控，
如推进阳光厨房建设，推行以“常组
织、常整顿、常清洁、常规范、常自
律”为主要内容的学校食堂“五常
法”管理，设立品牌超市，设立由学
生、家长、工会干部、教师等各方代
表组成的学校膳管会，对食堂实施
检查、监督、评议，还鼓励学校网上
“晒菜单”
，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校外则更侧重于严查严打。据
了解，近几年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
每年对校园内及校园周边食品的抽
检批次均不少于 3500 批次。除了
日常的巡查，各种专项检查或整治
行动几乎持续不断。
“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
‘百万学生
餐饮安全工程’
三年行动取得预期成
果，
而新三年计划正在实施推进中，
其
成效指日可待。
”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说。 通讯员 张淑蓉 徐科杰

鱼能预防癌症、
动脉硬化和冠心病？虚假宣传！
名医不如鱼，治病多吃鱼？前不
久，象山石浦一生鲜电商因将百度搜
索来的“鱼能预防癌症、动脉硬化和冠
心病”等内容作为广告而被石浦市场
监管分局认定为虚假宣传，处以罚款 1
万元。
据了解，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无实体销售，在淘宝平台开设的网店
是其销售生鲜的唯一渠道，主要售卖
鲳鱼、小黄鱼、梭子蟹、龙头鱼、带鱼等
海鲜产品。

“原先我们的生鲜销售页面仅仅向
客户展示产品照片，
内容比较单一。现
在网上卖生鲜的太多了，
为了增强竞争
力，提高页面美观程度，我才特地请来
了一位美工为网店页面略作‘美化’。”
据该公司负责人何某说，
增加的内容他
也没看过，
都是美工百度来的。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第
一款规定：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
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
病预防、治疗功能。食品生产经营者

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
责。而该淘宝店铺在店内页面产品
“营养价值”处增添的“东海深海野生
鲳鱼能预防癌症的发生”
“东海深海野
生黄鱼能预防动脉硬化和冠心病”等
广告内容，涉嫌虚假宣传，容易对消费
者正确认识该产品功效产生误导。
最终，象山县市场监管局石浦分
局对其作出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罚并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消除影响。
通讯员 何琼 王梦莎

10 月 17 日~31 日，宁波市市场监管局组
织 41 名监管人员分 10 个检查组，通过随机抽
取方式对我市 41 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开展飞
行检查，最终有 30 家企业被责令限期整改，2
家企业被依法查处，另有 7 家关门歇业。
从检查发现的问题看，主要包括：未建立
员工健康档案，有的甚至直接接触产品的关键
岗位员工没有体检或健康证超期；未使用计算
机信息管理系统或系统功能欠缺，不能保证经
营产品全程可追溯；温湿度监控设施未按规定
校准或鉴定，温湿度检测记录不全；对供货者
的合法资格及购入的医疗器械合法性审查不
严，有未按规定索取供货方的授权书或授权书
不规范及过期现象；未按照规定验收或验收记
录内容不全，产品贮存不符合规范要求等。对
于这些问题，各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跟踪
检查，以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到位。

余姚：
查处一起市场串通招投标案
临近年末，各地市场相继开展年度市场摊
位招标。近日，余姚市凤山市场监管所根据群
众举报，在余姚市文山路菜场查获一起由 5 户
淡水产经营者涉嫌串通招投标案。
经查，这 5 户经营者均为该市场淡水产经
营户，他们为了压低摊位投标价，在投标前相
互约定，以原来相对较好摊位的 2 名经营户给
其他较差摊位的 3 名经营户一定金额的补贴。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查处中。

海曙：
网商党员亮
“红色身份”
今年 9 月中旬起，海曙区市场监管局在全
区淘宝网商党员中开展“亮身份、亮承诺、亮
形象，争做诚信先锋”活动，营造文明经营、
公平竞争的网上交易环境，助推辖区网络经济
健康发展。
通过前期严谨的资格审查和两轮筛选之
后 ， 正 式 确 定 实 际 开 展 经 营 的 网 商 党 员 32
名，目前已有 26 名在各自的淘宝网店中成功
点亮“三亮一争”网页标识。

杭州湾：
优质服务获赠锦旗
日前，杭州湾兆丰商贸中心罗董事长专程
来到杭州湾分局直属工商所，将一面绣有“创
新服务理念、支持企业发展”的大红锦旗送到
该所所长手中，以此感谢该所对企业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
去年 5 月以来，杭州湾分局直属工商所把
支持企业发展放在首位，让企业少跑路，自己
多跑路。专门派出两位工作人员一位驻场进行
现场行政指导，一位定时到现场帮助办理注册
登记。目前该商贸中心一期已如期开业、交易
兴旺。
通讯员 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