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提醒：有虫眼的干鲜果品最好不要吃。

一、选购牛奶要避免“两高一低”
专家提示： 消费者在选购牛奶时要避

免“两高一低”：即高温、高钙和低脂。
首先，牛奶消毒不是温度越高越好。因

为牛奶的营养成分在高温下会遭到破坏。
其次， 各厂家牛奶本身的含钙量差别

并不大， 有些厂家在天然牛奶中加进了化
学钙，但这些化学钙并不能被人体吸收，久
而久之在人体内沉淀下来甚至会形成结
石。

最后，牛奶中的脂肪不是越低越好；牛
奶也不是脱脂就好。 很多人担心喝了牛奶
会长胖， 其实牛奶当中所含的脂肪不可能
直接转化为人体脂肪，所以，认为喝牛奶会
长胖是一种误解。

二、冰箱内食品也能引起中毒
冰箱并不是食品保鲜、储藏的保险柜。

许多疾病正是吃了冰箱内不新鲜的或是被
污染了的食品所致。 人们在往冰箱中存放
食品时常出现生熟食品混放现象， 以致食
品污染或变质，造成食品再污染。

冰箱冷藏室的温度在 0-5℃， 这温度
对大肠杆菌、 伤寒杆菌等没有明显的抑制
作用，它们的大量繁殖会造成食品的变质。
所以，食用这样的食物后，会出现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等症状。 这就是人们所不知
道的“电冰箱食物中毒”。

食品安全小知识

副省长刘力伟在质量兴湘经验交流大会上指出，要实施质量兴湘战略，不仅要着力增
强质量检测能力和水准，还要不断强化质量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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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民族素质的体现， 代表着国家的
形象，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
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质量工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事关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 今年全国“质
量月”的主题是“建设质量强国，共创美好生
活”，这一主题直观阐述了质量促进经济发展
与改善社会民生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党中央、
国务院对质量工作的高度重视， 为我们深入
开展“质量月”活动提供了行动指南。

充分认识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背
景及意义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质量行政主管
部门，在正在制定的《质量发展纲要》中首次
提出实施“质量强国” 战略，这是继《质量振
兴纲要（１９９６—２０１０ 年）》之后中国质量工作
的又一部总体规划， 是质量发展的延续和拓
展，也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题中之义。

一、 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是现代工业化国
家强大的必由之路。 在现代国际经济发展史
上，质量在大国崛起中扮演着重大推进作用。
上世纪 50 年代，德国政府实施了“以质量推
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政策，
使德国制造业在战后迅速崛起， 在全球确立
了“德国品牌，质量一流”的国家形象；美国近
200 年的强国之路， 始终伴随着质量理论的

创新和质量控制技术的广泛应用， 为美国企
业称雄全球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上世纪
八十年代美国为应对日本挑战，出台《质量振
兴法案》，批准设立“国家质量奖”，从而确立
了美国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
中的全球霸主地位。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 在社会经济进入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解决发展速度的同
时，必须解决发展质量的问题，必须把质量摆
在重要的战略位置来抓。

二、 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是我国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如果增长粗放和产品质量不高问题不能得
到有效解决， 总有一天会引发系统性经济风
险，甚至会引发信用危机和社会动荡，反过来
影响发展进程。 我们必须警醒，痛下决心加快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 ”当前我
国正处在加快结构升级转型、 加速经济发展
的关键时期，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充分
地反映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产品质量、工
程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毫无疑问将成为
我们又好又快、好字当头的重中之重。 需要通
过国家战略的实施， 最大程度地调动社会各
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为实现经济由大到
强的转变而共同努力。

三、我国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恰逢其时。 经
过 30 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质量振兴纲要》实

施 15 年以来，我国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
质量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具备了实施质量
强国战略的基础条件， 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
首先，中国已成为制造大国，中国产品的国际
质量竞争力日益提高。 其次，质量发展的技术
基础逐步健全，为建设质量强国提供了有效支
撑。再次，提升质量成为全社会共识。享受高质
量的生活，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建设
质量强国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正确看待我省质量工作取得的成
绩和差距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省委、省政府历
来高度重视质量工作， 一直把质量工作摆在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一是产品质量总体水平稳中有升。 通过
综合运用质量管理、质量认证、标准化、专项
整治等手段，使企业质量基础建设得到强化，
行业性、区域性质量问题明显减少，规模性制
售假冒伪劣现象基本消失。 2010 年全省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为 91.7%。

二是品牌培育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目前，
我省累计培育中国名牌产品 27 个，湖南名牌
产品 589 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6 个，中国
驰名商标 101 个， 湖南省著名商标 1262 个。
品牌产品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逐年上升。

三是工程、服务和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近
年来，全省受监工程主体结构合格率、竣工验收
工程合格率和建设工程一次性验收合格率均为
100%， 有 23 项工程获得中国工程质量 “鲁班
奖”。 民航、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
善，服务功能明显增强；旅游文化、金融保险等
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顾客满意度逐年提高。

四是标准化体系建设全面推进。 在政府
推动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基本形成的基础上，
企业参与标准化活动取得实质性进展， 全省
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达 114 个， 省市级
示范区达 115 个。 近 5 年来，组织有关单位和
企业参与承担了 800 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的
制修订，有 10 项标准获得“国家标准创新贡
献奖”，国际标准取得“0”的突破。 国家在我省
设立了 18 个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居
中部省份领先位置。

五是质量监管水平不断提高。 目前，全省

已建成和在建的国家级质检中心 11 个，省级
质检中心 44 个。 工程、环境等质量检测网络
初步建立，监测能力逐步提高。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 与加快转型升
级、推进“四化两型”和“四个湖南”建设的新要
求， 与人民群众对质量工作的新期待相比，我
省质量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
全社会质量意识还不够强，一些企业质量意识
淡薄，质量安全责任不落实，质量违法行为时
有发生，质量监管长效机制有待健全等。 这些
问题制约了我省质量振兴事业的发展，我们必
须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以建设质量强省为载体， 全面推
进“四化两型”建设

质量就是市场，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
安全。 抓好质量工作既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 加快转型升级的基本保障， 也是推进
“四化两型”建设的迫切需要。 无论建设质量
强省，还是组织开展“质量月”活动，都要紧紧
围绕科学发展这一主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这一主线、 实现富民强省这一目标来谋
划、来推进、来落实。

一要加快实施质量兴企。 进一步强化企
业在质量强省工作中的主体作用， 引导企业
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开展质量兴企、兴园、兴
业等活动，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企业标准
体系，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

二要积极发展低碳经济。 以推进长株潭
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为契机，构建节能减
排标准体系，加强节水、节能、节煤等资源综
合利用标准化工作， 制定出高耗能产品能耗

限额、替代能源、农村沼气利用等一批节能减
排标准，致力发展低碳经济。

三要大力加强品牌培育。 积极打造自主
品牌，围绕千亿产业、千亿集群、千亿企业的
发展规划，制定名牌产品培育计划，以骨干企
业为主体，以自主创新、品牌经营、地理标志
保护等为手段，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市
场占有率高、消费者认可的知名品牌，发展壮
大优势产业和企业， 打造一批在国际上有影
响力、在国内有强大竞争优势的区域品牌。

四要努力推进质量诚信。 建立科学、公正
的质量信用评价体系， 以产品质量信用记录
为重点，搭建质量作用信息化平台。 要努力推
进企业质量诚信建设， 督促企业主动建立起
缺陷产品召回和投保产品责任保险制度，自
觉抵制违法产品生产经营行为。

五要认真落实质量安全。大力加强质量安
全监管，深入开展对食品、建筑钢筋、特种设备
等重点产品执法打假工作， 不断探索扩宽对
水、电、气、油、话等广大群众利益消费质量、计
量违法行为的执法打假领域。 以提高食品、药
品质量安全水平为目标，建立健全食品、药品
安全监管机制， 完善生产全过程安全监管措
施，努力消除食品、药品质量安全隐患。

六要夯实质量管理基础。 加强质量管理
执业资格考试、审查、培训工作，努力培养高
层质量管理人才， 提高企业质量水平。 要以
“质量月”活动为契机，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
性质量活动，大力宣传质量法律法规，大力宣
传先进质量理念和先进典型， 广泛动员和引
导全社会共同参与质量建设， 共同监督质量
安全，努力在全社会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
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良
好氛围，推动我省质量水平全面提升。

建设质量强省 共创幸福湖南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刘力伟

高端论坛

创新发展 共筑质量大堤
———省质监局局长蒋新祺解读 2011年“质量月”活动

本刊记者 汤电云 张福芳

质监一线

2011 年以来， 石门县工商局始终把流
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作为检验工商部门依
法行政和“建设人民满意工商”工作的试金
石。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安全培
训，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不仅为广大食品
经营业主“送法上门”，而且还对全局干部职
工食品安全全方位培训，牢固树立“监管责
任重于泰山”的工作意识；二是强化市场监
管，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种
危害食品安全的不法行为；三是加强质量监
测，强化食品市场日常监管。 该局通过以上
几个方面的努力，着重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
焦点、难点问题，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杨鹏）

动态消息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
建设人民满意工商

为强化全民质量意识，推进实施质量兴湘战略，湖南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于今年 9 月开展以“建设质量强国 共创美好生活”为主
题的 2011 年全省“质量月”活动。

“质量月”期间，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不断创新发展，引
导和动员全社会增强质量意识，积极参与质量发展事业，努力营造
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良好
社会氛围，提升我省质量总体水平，全面建设质量强省。

作为“质量月”具体组织和实施的职能单位，省质监部门如何看
待并推动质量月活动，如何为“质量强省”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采访
了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蒋新祺。

问：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质量
月”的由来？

答：世界上第一个全国“质量月”
活动起源于日本， 推行时间是 1960
年 11 月；1988 年 10 月，美国也开始
了一年一度的全国“质量月”活动。

我国的“质量月”活动始于 1978
年，当时正值十年浩劫后我国国民经
济开始恢复初期，许多企业生产效率
低、质量问题严重。为此，原国家经委
于 1978 年 6 月 24 日向全国发出了
《关于开展“质量月”活动的通知》，决
定每年 9 月份在全国工交战线开展
质量月活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质量
第一 ”的思想 ，树立 “生产优质品光
荣、生产劣质品可耻”的风尚。 而后，
在国家质量工作行政主管部门的倡
导和部署下， 形成了以多种形式，旨
在提高全民族质量意识和质量水平
的、于每年 9 月份组织开展的为期一
个月全国范围内的质量专题活动。

由于质量月活动紧贴企业实际，
关注百姓生活，内容广泛，形式多样，
尊重性强，体现了推动质量发展的社
会效益，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
自愿地参与、开展质量月活动，重视
质量的风气正在全社会逐渐增强。

问：2011年我省“质量月”活动有
何安排部署？

答：我省今年的“质量月”活动将
围绕推动实施质量兴湘和标准化战
略，通过开展各类宣传活动，扩大卓
越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使讲诚信、重
质量、追求卓越、践行社会责任成为
社会主流思想，促进我省质量总体水
平稳步提高。

“质量月”期间将在人口密集的繁
华场所，采取设台、发放宣传资料、图
片展示、开展义务咨询、现场受理质量
投诉举报、免费为消费者提供部分日
常用品检验等活动，营造活动良好氛
围，提高全民质量意识。 同时，还将举
办首届省长质量奖获奖企业典型经验
观摩学习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会、高
层论坛，组织巡回演讲，地理标志产品
系列宣传，特种设备进校园、进企业、
进商场宣传，媒体看企业、访名优等活
动。

活动期间，还将开展严厉打击制
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和非法添
加行为，加大对重点产品、重点行业
的整治力度， 开展打假迎国庆活动，
净化消费环境。

问：如何认识质量对我省经济发展
的重要作用？

答：质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
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因素。 一方面，产
品质量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企
业的生存和行业发展，关系政府和国家
的形象，一旦质量出了问题，就要影响
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全局；另一方
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快经济
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质
量的理念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调结
构首先要调观念，要从重视规模、数量
的增长， 向重视质量和效益增长转变，
要把“大质量”的理念融入到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当中，推进富民强省进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企业的
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 从整体上看，有
了很大的提高，但与世界知名企业质量
管理基础和产品实物质量相比，差距还
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质
量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和不
可预性。 要认真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批示
“重在落实，重在持之以恒，重在严格管
理”，质量工作要天天抓、月月抓、年年
抓、一刻也不能松懈，而且要抓好每个
环节，真正做到持之以恒。

质量是千秋万代的民族事业，质量
振兴，人人有责。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
将继续按照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
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的要求，坚持
创新思路，创新机制，创新领域，创新活
力，在现有基础上，把质量工作提高到
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为我省经济建
设持续发力。

长沙市
质量技术监
督局开展质
量月咨询活
动 ， 吸引了
众多市民前
来咨询。

本版照片由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法规处提供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蒋新祺。

“质量月”期间，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开展了多项为市民
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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