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南通新闻/服务 编辑：王政 组版：胡建新 校对：刘嘉

新闻链接

2020年1月17日 星期五

晚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对节
日老百姓菜篮子和生活必需品保供
高度重视，专门下发《关于做好
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和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记者昨天
从市商务局获悉，从基本生活消费
品供应情况看，据不完全统计，元旦
至春节期间市区主要商场、超市、专
业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30家企
业商品投放总金额达36.1亿元，其
中食品类 6.4 亿元，穿着类 7.8 亿
元，黄金珠宝类8.5亿元，家电类7.8
亿元，其它日杂品等5.6亿元。

为保证节日市场供应，通农物
流中心积极发挥“蓄水池”作用，组
织经营户从东北三省、海南、浙江等
地组织货源。今年春节期间，产自
全国各地的100多种新鲜蔬菜会上

市供应，市区日供应量达1800吨以
上，客菜和地产菜各占50％；每天
市区生猪备货量约为1000头。在
保证市区范围的学校、养老机构供
应外，市商务局已经会同市发改委，
组织大型超市进行了两轮政府储备
肉的投放，目前市区8个投放点有
售，能够稳定市民消费预期、满足市
区居民的需要。

围绕繁荣节日市场、保障市场
供应、稳定商品价格、扩大消费需求
的目标任务，我市商务部门加强储
备调运，提高本地供应能力。市商
务局紧盯全市在田蔬菜、在栏生猪
情况，确保节日市场期间全市上市
蔬菜达9600吨/天、猪肉4200头/
天。按照国家关于“沿海大中城市
地方猪肉储备规模不低于当地居民

10天消费量（每人每天2两）”等标
准，市区猪肉活体储备保持在2.18
万头，冻肉储备保持280吨。根据
实际情况，我市将适度增加耐贮根
茎类蔬菜、冷冻肉禽储备量，确保节
日期间和极端天气下的调配供给、
产品质量。

同时，市商务局将做好应急准
备，密切关注节日市场期间天气变
化，加强对通农物流、大型超市的

“菜篮子”产品进量和销量的监测，
经市政府批准后，适时启动活体储
备生猪的调运、外调补贴机制和运
菜进场奖励政策等；加大对零售网
点的检查力度，进一步规范市场经
营行为，坚决依法打击“肉霸”“菜
霸”以及哄抬物价、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等违法行为。 记者刘璐

我市全力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

30家企业投放商品36.1亿元

晚报讯 为保障春节期间广大
人民群众吃得安心，吃得舒心，吃得
放心，市市场监管局近期在全市范
围内组织开展了节前食品安全专项
抽检。记者16日从该局获悉，在前
一阶段抽检的15类食品715批次
样品中，713批次样品合格、2批次
样品不合格，合格率99.72%。

据介绍，此次节前食品抽检主
要以节日消费量大、消费者投诉举
报集中、日常监管发现问题较多的
大型商超、批发市场，中小型超市及
便利店为重点展开，共抽检15类
715批次的样品。食品类别基本涵
盖了市民购买较多的年货产品，包
括：糖果制品、速冻食品、水产制品、
薯类及膨化食品、肉制品、糕点、蜂
产品（蜂蜜）、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调味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粮食

加工品、蔬菜制品、豆制品、蛋制品
以及火锅底料、麻辣烫底料及蘸料、
酱卤肉、肉灌肠、其他熟肉（自制）等
餐饮食品等。重点检验致病性微生
物、农兽药残留、重金属超标、非法
添加和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
加剂等易出现问题的项目。

此次检验中共发现2批次样品
不合格，分别为1批次薯类和膨化
食品、1批次水产制品。不合格项
目涉及菌落总数超标。其中，利群
时代商贸有限公司南通工农路店销
售的福香源香锅巴（麻辣味），标称
生产单位为徐州新正食品有限公
司，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规定；南通文峰千家惠超市有
限公司销售的申耀寿司海苔，标称
生产单位为连云港申耀紫菜加工有
限公司，菌落总数亦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抽检不合格食品，市市场监

管局已要求县（市）区市场监管局依
法开展核查处置、督促食品生产经
营者开展封存、召回不合格食品等
措施、排查问题发生原因并进行整
改，对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行为依
法查处，相关核查处置结果将另行
通告。

目前，市县两级市场监管部门
正加紧开展相关节日食品抽检工
作，并及时公布检测结果，严厉查处
违法行为，以保障节日南通食品市
场安全有序和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
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
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热线电
话投诉举报。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你点我抽他检，共护
舌尖上的安全。市市场监管局

“2020抽检品种，您说了算！”微信
征集活动将于明日启动。去哪些市
场抽检，抽哪些食品品种，都由您投
票决定。

今年，市市场监管局计划安排
7300次批次的食品安全抽检。开
展微信征集活动，旨在进一步提高
食品抽检工作的靶向性、有效性，使
食品抽检工作更贴近于公众关切。

征集活动分为常态征集和集
中征集两个部分。常态征集是通
过在微信公众号“南通市场监管”
开通投票专用通道，随时提供投
票征集服务。集中征集同样通过

“南通市场监管”微信平台开展投
票活动，全年共分五期进行征集，
首期微信投票活动从1月18日开
始到 22 日结束，为期五天，共提
供 24个食品大类和 10个场所供
市民投票。

本月18日起，市民可以通过“南
通市场监管”微信平台，进入活动推
文页面或扫描活动专用二维码参与
投票, 投票完成后还可以参与微信红
包抽奖。对活动有建议的市民可拨打
热线电话0513-69818133，也可来
函寄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
监管处 石群收；地址：南通市崇川区
崇川路106号，邮编：226000。邮箱：
ntspcj@163.com。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15日，省教育考试
院发布通知，宣布我省2020年高
职院校提前招生报名工作将于今
年2月20日开始。

根据相关文件显示，已参加
2020年普通高考报名，且符合院
校报名条件的高中教育阶段毕业
生均可参加2020年高职院校提前
招生报名。其中，报考文科类和理
科类专业的考生学业水平测试必
修科目成绩均须达到合格（或C级
及以上等级）；报考体育类和艺术
类专业的考生7门学业水平测试
必修科目成绩中不合格（或D级）
科目不超过3门。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测试成绩不符合要求的考生，
可于高职院校提前招生报名开始
前，到户籍所在县（市、区）招办办
理相关必测科目考试补报名手续，
并按要求参加考试。

据了解，本次高职院校提前
招生报名时间为2020年2月20日
至22日。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登
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进行网
上报名，并在网上支付考试费用。
每位考生只可报考1所院校志愿
和6个专业志愿。院校于3月10
日前完成考生资格审核工作。

文件还显示，除符合条件的
退役士兵考生外，其余考生须参
加语文、数学、外语科目文化测
试，并根据其高考报名时的外语
科目语种参加相应外语科目测
试。省教育考试院负责语文、数
学、外语科目测试的命题、考试和
评卷等组织工作。语文、数学、外
语科目命题依据高中课程标准，
各科成绩以原始分呈现。

2020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必修科目测试安排在3月14日
至15日，语文、数学、外语科目的
测试安排在3月16日进行。

根据计划，今年 4 月 10 日

前，省教育考试院将发布语文、数
学、外语文化测试成绩。对达到规
定的文化成绩要求的考生，院校可
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和专业培养要
求，根据招生简章的规定，对考生进
行技能考核或面试。 记者沈樑

录取工作时间表
4 月 25 日前，院校根据文化测

试和技能考核或面试结果，按照招
生简章中规定的录取规则确定拟录
取考生名单，并通过录取系统报省
教育考试院审核。

4 月 26 日，省教育考试院统计
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和专业，并
于4月27日下午向社会公布。

4 月 28 日上午 9:00 至 12:00，未
被录取且达到规定成绩要求的考生
可在高职院校提前招生志愿填报系
统中填报调剂志愿，可填报 1 所院
校志愿和6个专业志愿。已完成公
布计划的院校以及院校已完成公布
计划的专业不再参加调剂。

4月29日17:00前，院校依据填
报调剂志愿考生的语文、数学、外语
文化测试成绩和学业水平必修科目
测试成绩等（不再进行技能考核或
面试），按照招生简章公布的规则择
优录取，并将拟调剂录取考生名单
上传录取系统。

对于不符合院校招生简章规定
的考生，院校一律不得录取。录取
名单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通过后，
由院校向社会公布。已被高职院校
提前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 6
月份的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和任
何其他形式的录取。如确需参加高
考，须向高考报名地县（市、区）招办
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参加，
但不得再参加任何形式的录取。

春节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结果公布
合格率99.72%，2批次产品不合格

2020年食品抽检品种，您说了算
首期集中征集投票通道明日开启

我省2020年高职院校
提前招生报名即将开始

晚报讯 公交车是每个城市
都拥有的公共交通方式之一，上
到80岁的老人，下到6岁的小孩
都会选择它来作为外出的交通工
具。记者昨天从海门方面获悉，
从本月2日起，海门市扩大老年
人优待乘坐公交车的政策范围，
凡年满65周岁的老人，不限户
籍，即可办理长寿卡，持卡可免费
乘坐该市公交车。

近年来，为方便老年人乘坐
公交车，海门市不断出台优待政
策。2017年，海门市将70周岁
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的优待政策
从城市公交扩大至城市、城乡、镇
村三级公交，这部分老年人只需办
理长寿卡，就可免费乘坐该市公交
车；60至69周岁的老年人可以办
理尊老卡，乘坐公交车享受半价优
惠。到目前为止，全市已办理长寿
卡4万多张，尊老卡2万多张。

今年1月2日起，海门市再
次扩大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优
待范围，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即

可办理长寿卡，享受免费乘坐公交
车的待遇，且首次打破户籍限制，使
优待政策惠及外埠老年人。海门市
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17年的优待政策全市公交全覆
盖，到现在享受优惠政策的老年人
范围再次扩大，意味着海门已经完
全接轨南通市区公交优惠政策，这
在南通其他几个县市中尚属首个。

据了解，此次老年人优待政策
的扩大将惠及海门市8万余名老年
人。满足年龄条件的老年人可前往
海门汽车站、城东汽车站两个一卡
通办理点办理长寿卡，办卡时需提
供1张两寸证件照、本人身份证。
海门汽车站办卡时间为周一至周
六，上午7:30至11:00，下午1:30
至5:00；城东汽车站办卡时间为周
一至周五，上午7:30至11:00，下
午1:30至5:00。另外，65至69周
岁老年人曾办理过尊老卡的，只需
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尊老卡前往办
卡窗口，即可免费置换长寿卡。

记者陈静 通讯员吴永生

打破户籍限制，接轨南通市区优惠政策

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
在海门可免费乘坐公交车

15 日上午,市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邀请
近30名行风督导员、
特聘行风监督员,参
观 秦 灶 停 车 场（二
期）、环濠河新型电子
站牌、洪江路新建公
交站棚和部分公交线
路，积极为南通公交
发展建言献策。

记者江建华

建言
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