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玉龙

国庆中秋两节将至，今年北京试
点实施“节令食品日报制度”，即自月
饼生产之日起，生产企业每日向当地
食药监管部门报告月饼产量、 销量、
退货量等信息，使监管部门掌握月饼
生产、销售、退货及回收处置情况。

月饼等节令食品有其特殊性，只
在某个时间节点是畅销货，过了特定
的节点，这些食品就少有人问津。 这

就对节令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了相应
要求。 比如，一些厂家为了一己之利，
将卖剩下的月饼在第二年进行“再加
工”，无疑会埋下诸多食品安全隐患。
因此，对这些节令食品安全监管须臾
不能放松且需要更加灵活的手段。

根据相关报道，北京市将以通州
区试点，由通州区的月饼生产企业将
相关信息每日反馈至区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 ，通过信息交互沟通 ，督促企
业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监管部门

对企业生产
销量、 退货
量等信息的

精准把握，无疑有利于实现全流程监
管，也就是“闭环”监管。

笔者认为，“节令食品日报制度”
理当推广。

落实好“节令食品日报制度”，企
业当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比如，产量
和销量信息如何报， 企业有自主权。
这考验着企业生产经营者的诚信指
数，也未尝不是对企业良知的 “开卷
考试”。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有了“节令食

品日报制度” 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
忧。一则对企业上报的信息和数据应加
强研判，以提高监管的针对性；二则相
应的日常监管依旧不能松懈，比如要多
采取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奔现场的
飞行检查模式以实现监管日常化。

同时 ，在落实 “节令食品日报制
度”等措施的基础上 ，应充分发挥好
公众的力量。 一方面要让公众养成理
性的节令食品消费习惯；另一方面消
费者对一些违规生产经营商家要敢
于说不 ；对于网售的 “私房月饼 ”，也
有必要纳入监管之列，而网民的力量
同样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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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涛

即将到来的国庆、 中秋8天 “超
级黄金周 ” 将迎来旅游消费爆棚 。
近日 ， 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发布
《2017年国庆中秋长假旅游市场预
测》， 今年 “超级黄金周” 呈现出国
内游出游意愿高涨 、 出境游稳定增
长、 家庭出游意愿更加突出 、 乡村
休闲游渐成主流等特征。 预计8天长
假期间， 旅游市场将接待7.1亿人次，
旅游收入将达到5900亿元。

8天内7.1亿的旅游人次， 接近全
球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了 ， 这真是个
令 人 震 撼 的 数 字 。 就 湖 南 而 言 ，

2016年国庆节期间 ， 湖南景区共接
待旅游人数约4383.57万人次 。 近几
年 ， 黄金周里以湖南为目的地的旅
游人数增幅均超过15%。 因此， 今年
这个 “超级黄金周”， 湖南旅游业一
定又会迎来一个大丰收。

不过 ， 黄金周旅游人次创新高
虽是盛事 ， 但也不能全当喜报 ， 因
为它同时也是一张预警报表 、 压力
报表。 这些压力来自哪些方面呢？

压力首先在于交通及旅游设施
的承受力上。 旅游人次将超7亿的重
磅消息刚公布 ， 网上马上就有段子
出来了 ： 各条高速到时将等于各大
停车场 ； 在丽江 ， 估计找个床睡觉

都不容易 ； 上峨眉山 ， 估计猴子都
被满山的游客吓跑了 ； 登鼓浪屿 ，
一公里的路估计得走3小时。 调侃归
调侃 ， 却道出了问题症结所在 。 眼
下 ， 不知交通 、 景区 、 酒店等相关
部门单位有没有制定游客超预期的
应急预案？

还有一个新情况当高度重视 。
近几年， 新产品、 新玩法受到追捧，
惊险刺激项目因此成为景点引流的
金字招牌 。 比如自张家界天门山景
区凭借 “玻璃栈道 ” 霸屏之后 ， 全
国各大景区掀起了一股兴建玻璃栈
道 、 玻璃廊桥 、 玻璃景观台等高空
“玻璃景观” 的热潮。 还有各种器械

游乐设施也开始遍布全国各大中小
城市 ， 比如摩天轮 、 过山车 、 钟摆
锤等亦成了各种主题公园的标配 。
玩法出新当然好 ， 不过 ， 往年一些
景区出现的游乐设施坠落 、 凶猛动
物伤人 、 拥挤踩踏等事故 ， 对运营
者而言都是警醒。 “超级黄金周”马上
就来了 ， 各景点应制定详细的设施
维护方案 ， 主动接受职能部门的安
全检查 ， 对可能的风险隐患重点排
查。

提前预警， 防患未然，“黄金周”
才是黄金时间。 我们现阶段每个细节
的点滴改善，都将化为游客的极致体
验，都意味着行进中国的进步。

宜章县委书记 王建球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
创新引领 、 开放崛起的发展战
略 ， 宜章作为郴州 、湖南的 “南
大门 ”，必须牢固树立 “看齐 ”意
识 ，敞开大门 ，发挥优势 ， 争当
创 新 引 领 、 开 放 崛 起 “ 排 头
兵”。

坚持全域创新 、 全链创新 ，
激发源头活水 。 当今时代的创
新， 不再是某一领域、 某一方面
的创新， 也不再是某一环节、 某
一细节的创新 ， 而是全域创新 、
整个系统和整个链条的创新。 因
此， 要始终坚持系统发力、 整体
推进 ， 努力形成创新无处不在 、
无时不有 、 无所不能的生动局
面。 就宜章而言， 就是要通过实
施创新引领 “5115” 工程 ， 大力
推进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 文化
创新、 管理创新： 新建包括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省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 众创空间、 省级
研发中心等5个省级以上创新平
台和载体 ； 引进培育160个科技
人才和创新团队； 培育支持氟化
工、 电子信息、 现代农业、 机械
制造等一批产业企业实施10项重
大科技专项； 在新材料、 生物与

新医药、 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产
业领域新增5家省级以上高新技
术企业。 要着力加大品牌创建力
度， 打造新兴优势产业链， 培育
新型市场主体。

坚持全县开放 、 全面开放 ，
打造发展引擎。 宜章这些年的发
展得益于开放， 未来宜章发展的
潜力在开放、 后劲在开放、 希望
在开放， 要不断提升全县对外开
放度， 争创开放发展新优势 。 具
体来说， 要在培育开放意识 、 提
升开放平台、 创优开放环境 、 发
展开放产业上下功夫， 大力实施
开放崛起 “1811” 工程 ： 紧扣氟
化工、 煤化工、 全域旅游 、 现代
物流 、 现代农业等5大重点产业
引 进 项 目 160个 ； 引 进 世 界 500
强 、 国内500强及央企等优质龙
头企业 8家 ； 实现外贸 “破零 ”
企业15家； 实现外贸 “倍增 ” 企
业10家 。 要着力推进产业园区 、
物流园区、 口岸作业区建设 ， 实
施精准务实招商， 培育壮大外贸
企业。

坚持全线保障 、 全力保障 ，
营造良好环境 。 抓好创新开放 ，
关键在于抓好保障。 要强化人才
保障 ， 围绕全县重点产业发展 ，
着力引进培育一批高层次、 专业
型、 技术型的紧缺人才。 要强化
要素保障， 加强金融服务， 抓好
用地供应， 设立开放型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 确保全县科技支出年
均增长7%以上。 要坚持在开发中
保护、 在保护中开发， 加强法治
政府建设， 加强法律服务， 严厉
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行为和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行为， 营造良好的生
态环境和法治环境。 要加强督导
评估和考核奖惩， 在大力整治破
坏市场经济行为， 对不作为 、 慢
作为、 乱作为予以查处问责的同
时， 建立容错免责机制， 营造鼓
励担当、 宽容失误的干事创业氛
围， 为推进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战略实施提供坚强的组织和纪律
保障。

新声

争当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排头兵”

王建球 通讯员 摄

“游客超7亿” 确需提前预警

� � � � 近日， 共青团中央、 民政部、 国家
卫生计生委制定并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
做好青年婚恋工作的指导意见 》， 要求
工商、 工信、 公安、 网监等职能部门协
同联动， 推动实名认证和实名注册在婚
恋交友平台的严格执行 ， 严厉打击婚
托、 婚骗等违法婚介行为。

婚恋交友网站的 “假”， 至少有3重
“境界 ”： 用户以假乱真 ， 审核假模假
样 ， 平台假冒伪劣 。 审视新 《意见 》，
恰恰抓住了问题所在。 工商、 工信、 公
安、 网监等部门做好信息联网， 对违规
平台祭出重拳 ， 对相关乱象进行管理 、
规范和惩治， 将为那些在网络海洋里苦
苦寻觅一份爱情的人们织起一张滤网 ，
将婚托、 婚骗等全部滤除在外。

文/图 朱慧卿

“节令食品日报制度”当推广

新闻漫画 婚恋网站实名制，严防婚托婚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