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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火灾隐患百日行动
“331
331”
” 整治火灾隐患百日行动

督促整改 提升质效

疏堵结合
标本兼治

我市开展“331”专题督查及约谈
本报讯（记者 汪 鹏）昨
天 上 午 ，副 市 长 魏 杰 率 市
“331”工作专班人员赴震川
城市管理办事处进行“331”
专题督查及约谈，要求办事
处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
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如
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直
面问题、勇于担当，坚决打赢
“331”攻坚战。
督查人员一行首先来到

中华园北村，进小区、进住户
实地查看整改效果，认真听
取震川办事处关于“331”专
项行动的汇报和下一步工作
打算，要求震川办事处全力
以赴落实要求不打折扣，一
天不彻底整治，一天不撤兵；
排查隐患不留死角，坚决杜
绝排出隐患是自找麻烦、见
多不怪、麻痹侥幸的心理，教
育督促全体社区工作人员、
综治网格员把工作重心更

多地放在排查隐患上，及时
发 现“ 三 类 隐 患 ”并 录 入 工
作平台，真正把网格打造成
为发现风险的第一触角；整
改整治不留后患，针对中华
园 北 村 、枫 景 苑 B 区 、蝶 湖
湾、香溢紫郡等“三类隐患”
集中区域，办事处要落实一
地 一 策 、专 人 专 管 ，明 确 整
治期限，对于中华园北村的
整改进展情况，抓紧报苏州
督察组。

打造样板间 整治有温度
张浦创新手段持续推进“331”
本报讯（记者 金 晶）住
宿区与生产经营场所用实体
墙隔开；住宿区 配 置 应 急 照
明 灯 、灭 火 器 、防 毒 面 具 等
消防设施，设置独立安全通
道、烟感报警器、喷淋装置，
电线均采用阻燃材料穿线
保 护 …… 位 于 张 浦 镇 周 巷
路的一家沿街店面曾因存在
“三合一”隐患被多次约谈，
现整改成了样板间，为全镇
沿街商铺“三合一”整改提供
了方向，也让“331”整治更有
温度。
除“三合一”整改样板间
外，张浦还积极打造群租房
整改样板间。以盛巷花园 19

栋 901 为例，该房屋实际面
积 93.71 平方米，整改前厨房
和客厅被隔成两间房，共居
住 9 人；整改后，厨房隔间和
南阳台厨房被拆除，
客厅隔间
留 1.2 米宽逃生通道，共居住
5 人。同时，每个房间设置两
个逃生出口，配备逃生工具；
出租屋内配备烟感报警器、应
急小电筒等设备设施和消防
器具。
“整治后，
房间环境比之
前好多了，
也更安全了。房租
虽略有上涨，但在承受范围
内。
”
租户小李表示。
不再一味地“堵”，而是
有效地“疏”。张浦镇在全面
整治群租房乱象基础上，积

极探索房屋“第三方管理模
式”。目前，新塘村正在探索
依托村合作社整合房主房
源，将房屋委托给第三方管
理公司代为管理的模式。第
三方公司对房屋进行有效管
理 ，对 房 主 负 责 ，对 租 客 负
责，保证房屋的安全与结构
的合理。村合作社对第三方
公司进行监督，形成互相监
督的合作共赢模式。
据了解，自“331”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张浦在杨巷新
村、盛巷花园建设“三合一”
整改样板间 2 套、出租房样板
间 4 套。目前，出租房已推广
建设 117 套。

一周天气预报
日期

天气

气温

风力

14 日

多云局部阴有阵雨
多云有时阴

24℃~32℃

3~4 级

25℃~32℃

3~4 级

多云到阴有阵雨
多云到阴有阵雨

25℃~33℃

3~4 级

26℃~31℃
24℃~31℃

3~4 级
3~4 级

26℃~33℃

3~4 级

27℃~33℃

3~4 级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

周庄万人消防警情数
同比下降 50%

19 日
20 日

本报讯（记者 汪 鹏）通过常态化动态监
管、源头治理和前端处理，
周庄
“331”
专项行动
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记者了解到，自
“331”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周庄已累计排查
“三
类 隐 患 ”756 处 、整 治 755 处 ，整 治 率 达
99.87%；火灾事故呈同比、环比双下降良好态
势，
万人消防警情数同比下降 50%。
在行动中，
周庄突出重点，
全力攻坚克难：
依法查封关停复兴村小木器作坊 17 家，
后续还
将集中拆除违法建设；拆除重点区域、群众反
响强烈的、严重影响消防安全的违法建设 87
处、13491 平方米；对阻碍执法、拒不整改等不
法行为从严查处，
目前已行政拘留 1 人，
受案查
处 66 起，
当场处罚 13 起，
查封 37 起。
为杜绝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现象，周庄
因地制宜实行“三个一批”，即政府建设一批，
旅游公司建设一批，引导企业（物业）建设一
批，缓解古镇区、居民区电动车停放、充电难
题。5 月以来，周庄新建电动车停放点 18 处，
可满足 2600 辆电动车停放。目前，10 处已完
工，
8 处正在有序施工。
下一步，周庄镇将持续运作专班、压实责
任、落实措施。一是继续摸清基础底数，持续
拉网式排查，将隐患排细、排全、排透，做到排
查一起、登记一起、整治一起、销号一起。二是
及时清理欠账，
按照
“已排查隐患全面整治、各
类舆情全面整治、挂牌区域全面整治”
要求，
组
织隐患整治“回头看”，落实长效管理机制，防
止反弹回潮。三是加快样板推广，按照全市
“三合一”场所、出租房（群租房）安全整治标
准，将已打造的生产性“三合一”场所、经营性
“三合一”场所和出租房（群租房）样板间在全
镇推广。

阴到多云
多云到阴
阴有阵雨或雷雨

热爱生活 乐于助人
编者的话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能否树立正确的信仰坐标，不仅关乎
个人的成长，也关乎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为更好发挥美德少年
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全市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品格和行为习惯，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本报即日起对刚刚评出的第二届“十大美
德少年标兵”事迹予以刊登，让美德的种子根植青少年心间，形
成见贤思齐、
崇德向善的鹿城风尚。

姓名：王思雅（13 岁）
学校：昆山市实验小学

王思雅，昆山市实验小学六
（1）班 学 生 。 她 是 一 个 积 极 向
上、德才兼备的好少年，
年年被评
为校
“三好学生”。她用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好学生，
曾获首届
“醉翁亭奖”
全国硬笔书法大赛少年组一等奖，
2016年荣获
“江苏好少年”
称号。
她勤学好问，
尊师守纪，
热爱

生活，乐于助人，是同学的好榜
样、老师的好助手。无论是清晨
的值日、假期的值守，
还是升旗仪
式的主持、大型活动的组织参与，
她都积极主动，表现出较强的组
织能力和号召力。
在家中，她经常帮父母分担
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打扫卫
生、洗菜择菜、清洗衣袜。对待邻
里，文明礼貌，与人谦卑，深得邻
居们喜爱。
她有一颗真诚的爱心。逢年
过节，她经常到敬老院看望孤寡
老人，给老人们带去用自己零花
钱买的食品，
为老人们打扫房间，
陪老人说话解闷……是老人们眼
中的
“开心果”
。她多次参加慈善
募捐活动，曾获得徐州市慈善总
会发放的荣誉证书。
她蓬勃向上，爱好广泛。积
极参加书法、绘画、科技竞赛、作
文大赛等各类活动，取得书法十
级、速写八级、版画七级证书。她
还积极参加小记者采访活动，作
品曾被《徐州日报》登载。

文明昆山 共建共享

昨天，市 公 安 局 长
江派出所在绣衣幼儿
园开展安全教育宣传
活动，民警通过一个个
生动的故事，讲授了关
于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以及防电信诈骗等方
面的知识。多年来，该
所一直坚持在开学伊
始走进校园，普及推广
安全教育知识。
记者 周 舟 摄

——美德少年标兵
—美德少年标兵（
（1）

公 告
根据江苏省统一安排，市民防局将于 9 月 18 日 10
时整至 10 时 19 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防空警报试鸣。
试鸣内容：10 时整鸣放预先警报（鸣 36 秒，停 24 秒，反
复 3 遍）；10 时 08 分鸣放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反
复 15 遍）；10 时 16 分鸣放解除警报（连续长鸣 3 分钟）；
各警报信号持续 3 分钟，间隔 5 分钟。届时，请市民保
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
特此公告

昆山市民防局

2018 年月饼产品专项监督抽检情况通报
在传统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昆山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昆山市市场监管局组
织开展了月饼的专项监督抽检。现将抽检情况通报如下：
本次抽检涉及全市的月饼生产企业、销售以及餐饮服务单位。检验项目包括酸
价、过氧化值、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柠檬黄、日落黄、苋菜
红、胭脂红、亮蓝、山梨酸及其钾盐、苯甲酸及其钠盐、糖精钠、安赛蜜、甜蜜素、脱氢乙
酸、铅等，检验结果均为合格。具体情况见月饼专项监督抽检信息表。在此，提醒广
大消费者在购买月饼时注意以下几点：

一、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月饼，并留存购物凭证。购买时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
整、盛放容器是否清洁（特别是散装月饼）、包装标示的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
件、配料表、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二、购买后按照包装标签标示的方法贮存，选择温度、湿度等适宜的贮存环境，贮
存时限不能超过产品保质期。月饼应在保质期内食用，食用前应注意观察月饼外观
是否正常，
有无异味、霉变等现象，一旦发现异常，应停止食用。
三、不同类别月饼糖分、油脂等含量不同，消费者可根据个人喜好选购。大部分

月饼糖分、油脂含量较高，建议不要过量食用，并保持均衡饮食。对于老人、儿童及肠
胃不适者，
建议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适量食用。
四、消费者如果发现生产经营月饼的单位及购买的月饼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拨
打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电话 12345、12331。
昆山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2 日

月饼专项监督抽检信息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

高级莲蓉月饼
莲蓉月饼
冷翠咖啡风味夏威夷果月饼（台式月饼）
香溢软心奶黄月饼（台式月饼）
苏式豆沙月饼
广式豆沙月饼
广式奶油椰皇味月饼（果蔬类）
广式凤梨味月饼（果蔬类）
广式百果味月饼（烘烤类）
广式豆沙味月饼（烘烤类）
蔓越莓莲蓉月饼
松子豆沙月饼
乌豆沙蛋黄月饼
广式莲蓉月饼（蓉沙类）
奶油豆沙月饼（广式蓉沙类月饼）
长发鲜肉月饼
鲜肉月饼
鲜肉月饼
鲜肉月饼
鲜肉月饼
苏式蛋黄豆沙味月饼（烘烤类）
苏式豆沙月饼（蓉沙类）
广式红豆沙月饼
广式上等百果月饼（果仁类）
奶油椰蓉月饼（热加工 果蔬类）
苏式伍仁月饼（果仁类）
广式椒盐月饼（果仁类月饼）
苏式黑芝麻月饼
莲蓉月饼（热加工 蓉沙类）
广式红豆沙月饼

50g/个
68g/个
80g/个
80g/个
60g/个
70g/个
60g/个
60g/个
450g/盒
450g/盒
80g/个
80g/个
40g/个
80g/个
55g/个
散装称重
散装称重
散装称重
散装称重
散装称重
300g/盒
360g/盒
400g/盒
480g/盒
100g/袋
360g/袋
350g/盒
280g/盒
100g/袋
100g/袋

2018年8月25日
2018年8月26日
2018年8月23日
2018年8月22日
2018年8月28日
2018年8月28日
2018年8月24日
2018年8月24日
2018年8月29日
2018年8月29日
2018年8月29日
2018年8月29日
2018年8月29日
2018年8月28日
2018年9月1日
2018年8月27日
2018年8月27日
2018年8月27日
2018年8月27日
2018年8月28日
2018年8月1日
2018年8月6日
2018年8月10日
2018年8月15日
2018年7月15日
2018年7月17日
2018年7月13日
2018年7月15日
2018年7月15日
2018年8月11日

受检单位名称
昆山永诚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昆山海德丽食品有限公司
昆山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
昆山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沃美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老大昌昆山食品店正仪食品屋
昆山市顶丰食品有限公司
昆山市顶丰食品有限公司
昆山市千灯镇贡享食品加工厂
昆山市千灯镇贡享食品加工厂
贝玛食品（昆山）有限公司
贝玛食品（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沪金食品有限公司
供美香糕饼（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思味贝卡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昆山店
苏州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昆山店
昆山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昆山誉兴大酒店有限公司
昆山瑞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润华商业有限公司大润发分公司
昆山润华商业有限公司大润发分公司
昆山润华商业有限公司大润发分公司
昆山润华商业有限公司大润发分公司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有限公司（昆山）配销中心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有限公司（昆山）配销中心
昆山市玉山镇万客隆超市紫竹加盟店
昆山市玉山镇万客隆超市紫竹加盟店
昆山市淀山湖镇新一佳超市
昆山市淀山湖镇新一佳超市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南京西丽食品有限公司
昆山海德丽食品有限公司
昆山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
昆山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沃美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老大昌昆山食品店正仪食品屋
昆山市顶丰食品有限公司
昆山市顶丰食品有限公司
昆山市千灯镇贡享食品加工厂
昆山市千灯镇贡享食品加工厂
贝玛食品（昆山）有限公司
贝玛食品（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沪金食品有限公司
供美香糕饼（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思味贝卡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长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
/
/
/
太仓市香甜食品厂
启东市康民食品厂（普通合伙）
苏州市冠云斋食品厂
南通市金大康食品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
上海杏花楼食品有限公司
德清德御斋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常发食品厂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常发食品厂
上海杏花楼食品有限公司
嘉善县康惠食品厂

序号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产品名称
不添加蔗糖黑芝麻（苏式月饼）
苏式伍仁月饼
广式豆沙月饼（豆沙类）
火腿月饼
广式水果味月饼（凤梨）
广式水果味月饼（水蜜桃）
椒盐百果（苏式月饼果仁类、烘烤类、热加工）
陈皮山楂苏式月饼
不添加蔗糖椒盐（苏式月饼）
不添加蔗糖黑芝麻（苏式月饼）
广式水果味月饼
裸麦梅菜烤肉月饼
苏式椒盐果仁月饼
蛋黄白莲蓉月饼
广式百果月饼（果蔬类）
减糖芝麻月饼（广式蓉沙类）
泰式椰奶月饼（广式果蔬类）
苏式豆沙月饼（蓉沙类）
苏式百果月饼
苏式百果味月饼
金腿五仁月饼
泰式椰奶月饼
云南滇式火腿月饼
广式白莲蓉蛋黄月饼
广式精制豆沙月饼
广式苔菜莲蓉月饼
广式豆沙月饼
广式蛋黄莲蓉月饼
广式五仁月饼
广式五谷杂粮月饼

规格型号
360g/罐
380g/筒
100g/袋
400g/盒
称重
称重
80g/袋
320g（8只）/袋
360g/盒
360g/盒
450g/盒
80g/袋
315g/袋
100g/袋
350g/盒
60g/袋
60g/袋
330g/盒
315g/盒
360g/盒
80g/袋
80g/袋
80g/袋
60g/袋
60g/袋
60g/袋
80g/袋
80g/袋
80g/袋
80g/袋

生产日期/批号
2018年8月2日
2018年8月23日
2018年8月20日
2018年8月15日
2018年8月22日
2018年7月25日
2018年8月17日
2018年8月4日
2018年8月7日
2018年8月7日
2018年8月13日
2018年8月20日
2018年8月19日
2018年8月9日
2018年8月11日
2018年8月16日
2018年8月16日
2018年8月19日
2018年8月4日
2018年8月13日
2018年8月20日
2018年8月20日
2018年8月20日
2018年8月20日
2018年8月20日
2018年8月20日
2018年8月14日
2018年8月14日
2018年8月14日
2018年8月10日

受检单位名称
昆山市陆家镇苏润玛特购物中心
昆山市陆家镇苏润玛特购物中心
昆山易买得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昆山易买得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昆山市锦溪镇海之岛便利店
昆山市锦溪镇海之岛便利店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昆山周庄店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昆山周庄店
昆山市千灯镇亿麦隆超市
昆山市千灯镇亿麦隆超市
昆山市千灯镇六安好又多超市秦峰路加盟店
昆山供美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市周市镇永祥城市超市
江苏华润万家超市有限公司昆山张浦第二连锁店
江苏华润万家超市有限公司昆山张浦第二连锁店
昆山中茵世贸广场酒店有限公司
昆山中茵世贸广场酒店有限公司
昆山市巴城百惠隆超市
昆山市巴城镇万客隆超市理城加盟店
昆山市巴城镇快乐购超市红杨加盟店
昆山华敏置地有限公司君豪酒店
昆山华敏置地有限公司君豪酒店
昆山华敏置地有限公司君豪酒店
昆山隆祺建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隆祺建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隆祺建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阳澄湖滨商务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昆山阳澄湖滨商务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昆山阳澄湖滨商务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昆山金泰兴酒店有限公司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嘉善县康惠食品厂
南通市崇川区华味食品厂
上海尚康香食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洪福楼食品有限公司
常熟市支塘镇聚香园食品厂
常熟市支塘镇聚香园食品厂
上海功德林素食工业有限公司
杭州采芝斋食品制造有限公司
嘉善县康惠食品厂
嘉善县康惠食品厂
锡山区好奇食品厂
南京西丽食品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房锦记食品有限公司
东莞富锦食品有限公司
启东市康民食品厂（普通合伙）
嘉兴御荟顺食品有限公司
嘉兴御荟顺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百顺发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好成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陆锦记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思味特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思味特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思味特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南苑食品有限公司鄞州分公司
宁波南苑食品有限公司鄞州分公司
宁波南苑食品有限公司鄞州分公司
南京清真桃源村食品厂有限公司
南京清真桃源村食品厂有限公司
南京清真桃源村食品厂有限公司
江苏新海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