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21日讯 从米粉湿面到
火锅烧烤， 从小摊小贩到批发农贸市
场，都是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范围。今天
上午， 长沙市望城区召开2017年长沙
市望城区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暨“食品安全护苗行动”等专项整治新
闻发布会。 该区食药工商质量监管局
局长朱飞跃介绍了2017年以来全区八
大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

截至目前，全区15个镇、街道(经开
区)食药工商质量监管所全部按示范所
要求建设到位， 各街镇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站全部组建到位。 截至10月底
望城区已完成新建农贸市场超市快检
室12个、 豆制品米粉湿面冷链销售门
店15家， 同时，2年内实现食用农产品
快检全覆盖、 豆制品米粉湿面冷链制
售全覆盖两大目标。全区已建成“视频
厨房”200多家，“透明厨房”300多家，
实现食品加工制作过程向社会公开。

朱飞跃介绍，自2016年以来，望城
区政府大力推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建设， 全区食品抽检合格率达
99.8%， 未发生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望城区将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全面
构建食品安全治理责任体系， 优化监
管体制，实施食品安全全程管控，促进
食品产业健康发展。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军奇

八大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包括
食品安全护苗行动、 豆制品米粉湿面
专项整治、 批发市场及农贸市场专项
整治、 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等“三
小”专项整治、肉及肉制品专项整治、
火锅店烧烤店及自助餐专项整治、畜
禽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以及保健
食品非法营销专项整治(护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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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

本报11月21日讯 近期，
长沙持续寒冷天气， 市民手
中的“菜篮子”怎么样？记者
今天走访长沙农贸市场、蔬
菜店发现，随着天气变冷，多
数蔬菜价格出现上涨，羊肉、
牛肉等销售渐火。

蔬菜价格处上升通道

“天气一冷， 一把白菜
薹、武汉红菜薹至少都涨了5
毛钱。”今天，在长沙毛家桥
菜市场，市民肖女士说，现在
这里的白菜薹、 武汉红菜薹
每斤售价最便宜的也分别要
3.5元和4.5元， 同样炒一盘菜
薹，和半个月前相比，现在得
多掏至少四五毛钱。

记者在长沙毛家桥、沙
湖桥菜市场看到， 虽然不少
蔬菜涨价了，但大白菜、白萝
卜等几种本地当季菜仍较便
宜， 售价每斤多在1.2元—
1.5元左右。

据了解，上周（11月8日
-11月14日），随着今年下半
年最强冷空气来袭， 低温雨
水天气对蔬菜生长、 运输造
成阻碍， 长沙蔬菜价格便开
始进入上升通道。“随着低温
天气持续， 本周（11月15日
-11月21日） 长沙市场上的
蔬菜持续上涨， 但涨幅放
缓。”长沙市价监局监测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本周，虽然降
温降雨天气对蔬菜生长仍有
一定影响， 但外运大棚蔬菜

供应量充足， 上市量不断增
加，带动本地蔬菜价格下行。
监测显示， 本周长沙蔬菜类
零售均价为3.70元/斤， 环比
上涨1.18%；监测的15个蔬菜
品种“8涨7跌”。

牛羊肉销售渐火

明日11时05分将迎来小
雪节气。一般来说，进入小雪
节气后， 气温会越来越低。专
家提醒，在饮食调理上，宜吃
温补性食品，如牛、羊肉等。记
者发现， 随着天气变冷，羊肉
渐成市民的最爱。

长沙伍家岭一家蔬菜店，
羊肉已被摆在显眼的位置。
“天气冷， 吃羊肉火锅的多起
来，新鲜羊肉和冰冻的羊肉卷
销量都挺好。”该店老板说，店
里最近每天会进两头黑山羊，
“每天11点左右新鲜羊肉基
本都卖完了。”据她介绍，虽然
最近的羊肉走俏，但价格比较
稳，售价一直为28元/斤。据了
解，市场上售卖的新鲜羊肉多
是黑山羊， 售价多在每斤28
元至35元左右。

此外，天气变冷，也带动
了猪肉、 牛肉的需求。 据介
绍， 受全国范围的大风降温
及雨雪天气影响， 生猪收购
和运输都受到一定阻碍，而
需求有所提升， 加上市场上
流通猪源稍有减少， 推动生
猪价格上行。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近日，长沙市民政局印发了《长沙
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规范（试行）》的通
知。在新规中，对日间照料、上门服务、
文化娱乐、助浴、助急、精神慰藉等涉老
服务，小到修剪指甲、上门送餐，大到协
助老人用药、紧急救助危重老人，均作
出了明确的规范。

同时，要求养老服务机构要制订好
突发应急预案，如老年人意外伤害应急
预案、老年人突发疾病应急预案、火灾
应急预案等，并定期组织演练。

【餐食】
每餐每样实行“留样制”

助餐服务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的一项常态业务，主要分为集中用餐
和上门送餐。按照新规，膳食制作和代
购食品必须合规，而厨师、餐厅服务员
应持有健康证，戴口罩工作，厨具应定
期消毒处理。

在膳食方面，要尊重老年人的饮食
习惯，做到荤素搭配、干稀搭配、粗细搭
配合理， 提前一周为老年人制定食谱，
并存档。老年人餐食每餐每样实行“留
样制”， 在专用留样冰箱中保留48小
时，并建立留样台账。送餐应及时，保证
及时、准确、安全地将餐饮送达。

新规要求， 在帮助老人进行沐浴
前，要进行风险评估，不能让老人空腹
或饱餐时沐浴，或突然蹲下、站立。在助

浴时，水温控制在40℃～45℃,室温控
制在（24±2）℃，防止老人跌、烫伤，同时
注意让老人防寒保暖、防暑降温及浴室通
风，若老年人身体不适，应采取相应防护
措施或停止服务。若老人要外出助浴，应
选择有资质的公共洗浴场所或有公用沐
浴设施的养老机构，并签订服务协议。

【护理】
及时向监护人反馈老人就医情况

在老年人发生危急状况时，根据新
规，养老机构人员必须立即转介至公共
救助服务热线（110、120、119），转介服
务者应全程与救助中心和受助对象保持
实时联系，为救助中心提供相关信息。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陪送老年人去
医院就医或代为取药，应该及时将老年
人的就医情况向其监护人反馈。对于生
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服药前要遵照医
嘱，注意药品正确、计量准确、给药时间
准确、给药途径准确、不应擅自给老年
人服用任何药品。

此外，还要根据老年人需求与其交
谈，及时掌握老年人的心理变化，适度
进行干预，并制定精神慰藉服务危机处
理程序， 以及时发现心理问题进行排
解。按照要求，提供精神慰藉服务的人
员宜由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或医护
人员担任，以确保老人心态健康平和。

■记者 杨昱

长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了“标准”
更注重标准化：送餐要留样、助浴要科学、老人病情要及时反馈……

以后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不妨先
看看它的等级。

11月21日，记者从长沙市民政局获
悉，该局新出台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等级评定暂行办法，以促进机构规范
性发展。长沙今后还将创建一批设施齐
备、管理规范、环境整洁、服务专业的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示范机构，提升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据介绍，该新规适用于长沙市城市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各区、县（市）
民政部门可参考本办法， 自行制订标
准，出台相关政策办法，对农村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进行评估定级。根据新规，
将规范原日间照料中心、 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 居家养老服务站等居家养老

服务设施称呼， 统称为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长沙还将按照服务资质、场地面积、
设备和设施、服务项目、服务绩效、制度建
设、人员配备等进行综合评分，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等级评定由低到高，分为A、AA、
AAA、AAAA、AAAAA五个等级。

全市每年会开展一次等级评定，每
次评定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内，通过升
级改造实现标准提升的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可以申报更高等级。 有效期满，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应当重新申报等级评
定。若监督检查中发现不符合等级评定
标准的，限期整改；限期1个月内未能整
改到位的， 降低或者撤销其评定的等
级，并取消相应政府补助。

选社区养老院，可先看看它的等级

望城区开展八大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天气转冷，牛羊肉卖火了
羊肉价格平稳，蔬菜价格涨幅放缓

“猪肉背面的印记
是不是蓝色墨水？ 究竟
能不能吃？”日前，长沙
市芙蓉区的周女士从市
场上买了一块五花肉，
但猪肉背面一片蓝色的
印记特别显眼。 她洗了
半天，还是洗不干净。

记者21日到芙蓉区
一家农贸市场调查发
现， 被切成一条条的猪
肉上， 多半有这类的蓝
色印记。 芙蓉区食药监
局副局长叶新球介绍，
这种蓝色的印记是猪肉
健康的证明， 市民在购
买猪肉时， 除了注意有
无这些蓝色印记外，最
好查验一下门面或摊位
是否有所卖猪肉的动物
检验检疫证明等。

据了解， 猪肉上蓝
色印章用的颜料是用食
品级色素配制而成，不
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
叶新球说， 如果为了食
物的美观想要去除蓝色
印记，可将猪肉皮切除，
或将猪肉浸泡在食用碱
中，过30分钟之后即可清
洗干净。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焦晨阳

猪肉上的蓝色印记
能不能吃？

科普

近日，天气渐冷，在长沙一家超市里，羊肉被摆在显眼位置销售。 记者 陈月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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