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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7日讯今天，
记者从湖南省质监局召开的
2017年度全省食品相关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情况新闻通报
会上获悉，今年，该局共完成食
品相关产品省级监督抽查
1938次，涉及8大类747家生产
企业，共发现不合格产品40批
次，其中，商用厨具、食品用玻
璃制品合格率达100%。

40批次不合格产品遭查处

据省质监局副巡视员李
杰介绍，在2017年的1938批
次食品相关产品省级监督抽
查中，共发现不合格产品40
批次，问题发现率为2.06%。
在2017年的256批次产品的
省级风险监测中， 省质监局
共发现问题样品154批次，
问题样品发现率达60.2%，
其中， 食品用脱氧剂问题发
现率35%。

来自湖南省质监局的统
计数据显示，近两年获得食品
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
产品合格率首次低于非获证
产品。2016年，获证产品的合
格率为98.38%， 非获证产品
的合格率为91.36%； 到2017
年， 获证产品合格率略有下
降，为97.4%，非获证产品合
格率大幅提高， 达到99%。获
证产品中，食品用纸制品合格
率下降最为严重， 从98.7%下
降至90%。

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2017年， 该局还随机抽查了
100家食品相关企业， 进行现
场检查评分，在除长期停产、倒
闭等原因的企业外而实际抽

查的56家企业中， 不合格品
处理制度及记录不合格率最
高达71%，61%的生产企业防
蝇虫、防老鼠有待改进。

将开展“双随机”抽查

李杰表示，2018年，省质
监局将选取量大面广食品相
关产品生产企业实施“双随
机”抽查，并进行事前公示、
事中监督、 事后追责的监管
措施， 对于企业的质量失信
行为，也将根据《湖南省企业
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暂行办法》
的有关规定，对监督抽查中发
现的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无
正当理由拒绝监督抽查的单
位或个人， 列入失信黑名单，
并依法向社会公开，实施联动
惩处。

省质监局产品监督处处
长熊晓甦提醒，消费者普遍重
视食品安全而对食品相关产
品安全却了解不多， 但事实
上，该类产品如果存在质量不
过关等问题， 在与食品长期
接触的过程中， 容易发生有
害物质迁移问题， 从而对消
费者身体造成危害。

此外， 三湘都市报记者
还了解到， 食品相关产品的
主要风险来源包括由于本身
物理性能不达标造成消费者
身体外伤、窒息或其他健康问
题，化学物质通过食品相关产
品迁移到食品中，造成食品安
全质量问题； 微生物及其毒
素、病毒、寄生虫及虫卵等通
过食品相关产品对食品污染
而造成的质量安全问题。

■记者朱蓉

“过户20分钟办理， 不用长时
间排队，展现了长沙速度！”在办
理完不动产转移登记后， 市民朱
女士为窗口人员竖起大拇指。“本
来以为办理过户是一件很麻烦的
事，没想到这么简单。”

和朱女士一样， 不少市民成为
了长沙不动产改革的受惠者。

链家的房产中介吴先生告诉
记者， 每次过户他都会提前一天
到这里，从下午6点半左右开始排
队， 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拿号。“不
过现在不用了， 在手机上提前预

约取号，当天就能办理。”
今年以来， 受入学升学政策

等因素影响， 长沙不动产登记业
务量也水涨船高。 长沙不动产登
记中心数据显示，今年截止到12月
25日， 该中心完成业务量总计
985089笔，共发证519951本。

为优化办理流程，6月16日，长
沙不动产登记中心全面推出不动
产（二手房）转移登记网上预申请
系统、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市
民可直接按预约号办理。同时，自
7月1日起，不动产（二手房）转移登

记缩短至10个工作日，抵押登记缩
短为5个工作日，产权注销（征收）、
查封登记、 抵押注销等登记业务
仅需1个工作日便可办结，平均提
速5倍以上。

此外， 为了维护买卖双方的
合法权益，12月15日起， 长沙全面
推行不动产（二手房）合同网签工
作，目前该平台已入网中介机构49�
家， 入网金融机构10家共59个网
点， 累计受理业务100笔。 完成91
笔，共监管交易资金9765.93万元。

■记者 卜岚

本报12月27日讯 元旦
节前夕， 长沙蔬菜价格微
涨。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价监
局监测中心获悉，据市场调
查巡视以及对长沙市粮油
副食品62个主要品种的监测
数据显示， 本周（12月20日
-12月26日），长沙市八大类
商品“6涨2持平”。其中成品
粮、水产类、肉蛋类、蔬菜、水
果和调味品均价环比上周分
别上涨；副食品 、食用油价
格环比持平。

天气晴好，本周蔬菜价
格有涨有跌， 整体波动不
大。监测显示，本周长沙蔬
菜类零售均价为 3.85元 /
斤 ，环比微涨 1.51%。监测
的15个蔬菜品种“10涨3跌2
持平”， 其中西红柿、 胡萝
卜、尖椒、蒜薹和韭菜零售
均环比分别上涨； 黄瓜、豆
角和大白菜零售均价环比

分别下跌。
本周， 猪肉身价持续微

涨。据监测，猪肉类中，肋条
肉、 带皮后腿肉零售均价为
每斤13.88元、13.66元，分别
较上周上涨，其他品种价格
持平；牛肉类中，腱子肉、牛
腩零售均价分别环比上涨，
为每斤42.55元、39.63元；羊
肉类中，新鲜去骨肉零售均
价环比上涨0.33%， 新鲜带
骨羊肉价格没有变动。鸡肉
价格与上周持平。近期迅速
上涨的鸡蛋在本周价格出
现了回调，监测显示均价为
每斤 5.47元 ， 环比下跌了
1.08%。

近期， 长沙水产类价格
平稳。据了解，本周，监测的
水产类零售均价为14.07元/
斤，环比只涨了0.01%。

■记者陈月红
通讯员陈静宇

今年全省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情况出炉

40批次食品相关产品受检不合格

长沙今年已发放不动产证519951本

本报12月27日讯 为做好
2017年住房公积金年终决算工
作，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

于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1月5
日（共4个工作日） 停办住房公
积金提取、贷款业务，住房公积

金汇缴、 贷款收件业务照常进
行。

■记者 叶子君

明年1月初，长沙公积金中心暂停办理部分业务

数读

食品相关产品：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
相关规定，食品相关产品指用于食品的包装
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
经营的工具、设备。

名词
解释

本报12月27日讯 湖南连晴
少雨模式即将被打破。 根据省气
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省内雨日逐
渐增多，29日晚至30日有一次较
强冷空气过程。

据实况统计显示，26日08时
至27日08时，全省以晴天为主；
最高气温 16-18℃ ； 最低气温
1-3℃。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
周省内雨日逐渐增多， 主要降雨
时段在 27日晚至 28日、30日、
2018年1月1日至2日。其中，29日
晚至30日省内有一次较强冷空气
过程，风力加大至4级，过程降温
4-6℃；元旦期间晴雨相间，气温
先降后升，其中30日有降温降雨，
以小雨为主，31日多云到晴天。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张倩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从
长韶娄高速公司获悉， 备受关
注的长韶娄高速东延综合立交
枢纽工程和岳麓收费站建设已
进入最后的扫尾阶段， 计划于
29日通车运营。 作为长沙市南
部东西向的高速便捷通道，本
项目通车后， 从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往返韶山将更加便利。

长韶娄高速东延综合立交
枢纽于6月21日获批开建，全
线均为高架桥。 项目起于长韶
娄高速岳麓收费站， 止于长沙
绕城高速K16+520附近。 从起
点岳麓收费站出发，经过1.6公
里高架桥， 往东直达长沙绕城
高速西南段。

该项目还包括改造岳麓收
费站，改造后的岳麓收费站，将

由主线收费站变成进口、 出口
分离式匝道收费站。 长沙市岳
麓区学士、 坪塘等地车辆可以
通过长韶娄主线两侧的岳麓收
费站上下高速。

此前， 长沙绕城高速与长
韶娄高速并未直接互通， 如果
是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去韶
山， 需沿长沙绕城高速行至学
士互通转长潭西高速， 再从赤
江互通转入长韶娄高速， 路线
较为复杂，容易走错高速。

本项目通车后， 车主沿长
沙绕城高速从长韶娄东延综合
立交枢纽直接转入长韶娄高
速，行驶路径更简明，且比通车
前节约3公里，将成为长沙南部
东西向的高速便捷通道。

■记者潘显璇

长韶娄高速
与长沙绕城高速明起可互通

元旦期间
晴雨相间

12月27日，长沙市五一大道与黄兴中路交会处，行人在红灯时闯过斑马线。近年
来，长沙市大力提倡文明出行，推广车让人交通规则，交通事故降低不少。在汽车礼让
行人的同时，也需要行人更加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构建和谐的城市出行。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车让人
人也应守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