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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涵敏

食品小作坊、食品摊贩给人民群众生活带
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食品安全隐患。 下个
月起，街头零星可见的食品摊贩将在政府划定
的地点和时段，凭登记卡经营；而食品小作坊
需要获得生产许可证或营业执照，才能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

2月27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省食
安办召开《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
摊贩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
新闻发布会，宣布《条例》于今年3月1日起
正式实施。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出席
会议并讲话。

食品小作坊、 摊贩存在 “小、
散、弱、差”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省有食品加工小作
坊3万多家，食品摊贩（含流通类食品摊贩和餐
饮类食品摊贩）10万家以上。 省食安办副主任
林安弟介绍，我省食品小作坊和摊贩普遍存在

“小、散、弱、差”的特点，进入门槛较低，多为
“家庭店”、“夫妻厂”，从业人员素质较低，产品
单一、工艺简单、设备简陋、生产场地小，周边
环境差等情况。

他透露， 《条例》 施行后， 我省将针对
小作坊和摊贩中“违禁超限” 和“假冒伪劣”
两大问题， 开展食品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治理
集中执法行动， 严厉打击非法添加、 使用非
食品原料、 饲喂不合格饲料、 滥用农兽药和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5类非法违法
行为， 严密排查农村地区、 城乡结合部、 中
小学校园及周边、 小作坊小摊贩小市场、 食
品初加工集中点等5大重点领域， 严厉整治出
售过期食品、 粗制滥造、 冒用名牌、 虚假标
识等4种侵犯消费者利益行为， 组织开展清剿
黑窝点的攻坚战。

动员全社会参与，建立健全举
报奖励制度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多在居
民集中居住地附近，我省将监管的触角延伸至
乡镇、街道。《条例》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应当明确机构和安排人员，加强对食品
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日常巡查，及时制止违反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做好食品小作坊和
食品摊贩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村（居）民委员
会应当做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宣
传，协助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做好食品安全相关工作。

为了动员全民参与食品“保卫战”，《条例》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
全举报奖励制度。接到投诉、举报的单位，应当
及时调查处理并答复投诉、举报者；不属于本
单位职责的，应当自收到投诉、举报之日起两
个工作日内移送有权处理的单位， 并通知投
诉、举报者。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为举报人
保密。

举报热线分别为：工商局12315� ；省质监
局12365；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2331。 省食
安办表示， 未来将通过12320公共卫生热线，
建立统一的举报受理平台。

明确监管部门，一个生产经营
者由一个部门为主监管

食品安全“多龙治水”的局面，常常导致监
管存在空白和盲区。《条例》特别明确了各监管
部门的职责，落实监管责任。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
贩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卫生行政部门
负责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评估、食品安全信息公布以及食品安全事故
调查。

质量监督部门负责制售分离食品小作坊
的监督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现场制
售食品小作坊和流通类食品摊贩的监督管
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餐饮类食品
摊贩的监督管理。监督管理职责发生争议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一个生产经营者
由一个部门为主监督管理的原则确定管理部
门。

农业、林业、畜牧水产、商务、公安、城市
管理等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食品
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

食品摊贩需悬挂登记卡，持健
康证明

以后，类似集中夜市等允许食品摊贩的集
中经营场所将越来越多。《条例》规定，县以上
政府应当筹划适宜的集中场地、街区、经营时
间，逐步推动食品摊贩的集中化管理。 食品摊
贩在从事经营活动时， 需悬挂食品摊贩登记
卡，从业人员须持有效健康证明。

同时，《条例》规定，食品摊贩申请政府划定
的经营地点摊位的， 受理申请的部门应当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申请先后顺序予以安
排，并向社会公布。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摊贩予以登记， 记录经
营者的姓名、住址、经营范围、经营地点等信息，
发给食品摊贩登记卡， 并将登记信息告知工商
行政管理或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而发放
食品摊贩登记卡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费用。

小作坊禁产乳制品、 罐头制
品、果冻等食品

一些黑作坊生产的劣质食品严重危害公
众身体健康。对此，《条例》规定，小作坊必须先
办理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制售分离的食品小作坊，应向所在地的质

监部门提出书面申请，质监部门审核合格颁发
生产许可证， 随后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
领取营业执照；现场制售的食品小作坊，应向
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领
取营业执照。

《条例》明确，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严禁生
产乳制品、罐头制品、果冻等食品；专供婴幼
儿、老年人、病人、孕产妇等特定人群的食品；
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在生产经营场
所的显著位置，食品小作坊应当公示食品质量
安全承诺书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

对被吊销许可证者实行5年行
业禁入

除了对监管不力的责任人员作出记大过、
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对于不按照规定进
行生产经营的小作坊和摊贩，《条例》也作出了
相应的处罚规定。

食品小作坊未经许可或者未领取营业执
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除没收违法所得、违
法生产经营设备及原料等物品，对违法生产经
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元的，并处500元
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1000元以上
的，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两倍以下罚款。

食品小作坊生产经营禁止生产加工食品
的，除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设备及原
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
1000元的， 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
款，货值金额1000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
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
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对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毁灭有关证据的经
营者，将责令停产停业，并处1000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食品小作
坊的许可证。 被吊销许可证的食品小作坊，其
直接负责的人员5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
营。

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奇

现在的孩子营养越来越好， 体质
是差了还是好了？

2月27日， 省儿童医院对2012年和
2002年的6万余例住院儿童的数据进行
归纳对比分析，发布了住院儿童10年疾
病顺位对比分析报告。 该报告显示：一
些疾病减少了， 另一些疾病却高发了，
但儿童疾病谱改变是不争的事实。

疾病谱越来越宽
成人疾病儿童化

儿童疾病谱是指某一地区危害儿
童健康的诸多疾病中， 可按其危害程
度的顺序排列成疾病谱带， 反映某地
区危害儿童疾病的组合情况。

省儿童医院此次将2012年度和
2002年度0-18岁共计67518人次有效
数据纳入分析， 主要以3岁以下婴幼儿
为主,其中男4万余人次，女2万余人次。
2012年住院病人5万余例，比起2002年
住院病人1万余例，增加了4倍多。

该院院长祝益民教授表示， 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前儿童常见
的营养不良性贫血、 严重消化道感染
性疾病等已明显减少，通过接种疫苗，
脊髓灰质炎、麻疹等病，大幅降低。 但
一些新病、奇病、富贵病也涌现出来，
疾病谱越来越宽。 过去少见的白血病
等不断增多，意外伤害、先天性畸形等
发病率明显上升， 成人疾病儿童化也
是一大趋势。

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居
高不下，肺炎第一

记者发现， 不管是2002年还是
2012年，肺炎都是稳居榜首。

原因分析：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阶
段，免疫系统发育不够成熟，而呼吸系
统是与外界相通，最容易受到侵袭的，
特别是小于3岁婴幼儿是此病种高发
人群。 另外，社会、环境及病原的变化，
使呼吸道疾病发病率一直不能得到很
好的控制。

专家建议：加强健康教育、减轻环
境污染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病率的根
本措施，同时增强体质，避免受凉，提
高机体免疫力， 能有效预防和减少呼
吸系统疾病的发生。

手足口病等病毒性感染
居第2位

手足口病曾被认为像感冒一样普
通。 可是谁也没料到，2008年，多名患
儿短时间内相继死亡， 这让很多人第
一次认识到， 手足口病原来也极其凶
险。2012年住院儿童疾病顺位中，以手
足口病为典型代表的皮肤和粘膜为特
征的病毒性感染，高居第二位。

原因分析：我省气候多变，特别是
换季时反复无常，时冷时热，且温暖潮
湿的气候容易使病毒繁殖速度加快 ，
导致患者增多。 近年来媒体和相关单
位加强对手足口病预防知识的宣传 ，
市民认识加强，使就医患者增多。

专家建议： 手足口病是以儿童感
染为主的常见传染病， 常年都有，3岁
以下婴幼儿由于抵抗力差，易得此病。
目前被纳入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是
一种可防可治性疾病。 当家长发现小
孩出现手、足、口有疱疹，发热等症状
时要及时就医。 手足口病早期多表现
为轻症，通过治疗可痊愈，个别患者可
能引起心肌炎、脑炎等并发症。

新生儿黄疸升至第3位，
发病率高

黄疸是新生儿时期最常见的症
状， 它是由于血液中胆红素升高致使
皮肤黏膜和巩膜（就是眼白）发黄。 较
10年前，黄疸发病率明显升高，从第12
位升至第3位。

原因分析：第一，随着生活水平和
诊疗水平、认知水平的提高，黄疸儿童
就诊率不断提高。 第二，早产儿增加，
导致该病增加幅度大。

专家建议： 黄疸是新生儿时期最
常见的症状， 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不要
惊慌，可根据黄疸出现的时间、程度、
发展速度作一个初步判断。 生理性黄
疸不必过于担心可自行消退， 如果黄
疸程度严重、发展速度快，则有可能是
病理性黄疸， 病理性黄疸是由于疾病
导致胆红素的代谢出现异常， 需要及
时治疗。

白血病年均接诊57例，
上升至日均3例

近年来，14岁以下儿童白血病发病
率骤然增多。 通过两个年度的疾病顺位
对比，记者发现，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从第50位跨升至第8位。 省儿童医院血
液内科门诊量显示，10年前， 儿童白血
病的年接诊病例仅为57例，如今年门诊
接诊达1000例，日均接诊3人。

原因分析：居家、游乐场所、玩具、
家具乃至儿童衣物中的苯类物质超标
是与疾病有着关联性的， 接触各种射
线、化学品、食品添加剂、防腐剂、空气
质量变差等都与肿瘤发病增高有关
系。

专家建议： 注意孩子日常生活保
健，养成良好饮食习惯，多到空气清新
的公园、 绿地做户外运动， 提高免疫
力。 不要自己随便给孩子开处方，一些
止泻类药物中所含的磺胺成分， 一些
抗生素药中含有的苯环类物质， 都对
儿童血液系统有影响。 农村儿童应避
免直接接触农药、化肥等物。 家庭装修
应使用绿色环保材料，保持室内通风，

最好在装修半年至1年后再让儿童入
住， 以避免装修材料中的有毒物质伤
害儿童健康。 此外，孕妇也应远离有毒
有害物质。

肠道梗阻危险性加大，
会导致毒血症

10年间，肠道梗阻从32位升至第9
位，同样值得关注。 小儿肠道梗阻多为
急症，在任何年龄阶段均可能发生，如
不及时正确治疗，最后可致毒血症、休
克、死亡。 消化道外疝、腹腔内粘连、肠
套叠、肠扭转、肠蛔虫、肠道先天性畸
形、肠道肿瘤等都会导致肠道梗阻。

原因分析：小孩肠系膜较长，易活
动，加上肠道发育不完全，肠蠕动不规
律，容易发生肠蠕动紊乱。 如果突然改
变食物品种、添加辅食品不当 ，环境 、
气候发生了改变， 或者肠道发生了炎
症、肿瘤、息肉等疾病，以及蛔虫扰乱、
毒素刺激、 驱虫药物使用不当和腹泻
等， 均可诱发肠蠕动的紊乱而发生肠

道梗阻。
专家建议：平时要注意科学喂养，

不要过饥过饱；添加辅食要循序渐进，
不要操之过急；注意气候的变化，随时
增减衣服；不擅自滥用驱虫药，避免各
种容易诱发肠蠕动紊乱的不良因素。
家长如果发现一个健康的婴幼儿突然
出现不明原因的阵发性哭闹超过3小
时以上，尤其是近日有拉稀、感冒或饮
食更换等情况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链接：
2002年住院患儿疾病排位：

肺炎 、脑性瘫痪 、新生儿肺炎 、感
染性腹泻病、 腹股沟疝、 出生窒
息 、泌尿系先天畸形 、癫痫 、早产
新生儿、非感染性腹泻病。

2012年住院患儿疾病排位：
肺炎、以皮肤和粘膜损害为特征的
病毒性感染（手足口病）、新生儿黄
疸、新生儿肺炎、腹股沟疝、非感染
性腹泻病、癫痫、急性淋巴细胞性
白血病、肠梗阻、过敏性紫癜。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洁 黄宇琨） 从非洲安哥
拉务工归国的葛先生被送入医院时
已持续高烧40℃，并且出现神志模
糊等症状，幸好得到及时救治，目前
病情趋于稳定， 未出现肝肾器官损
坏等常见并发症。 记者今天从湘雅
医院获悉， 该院仅春节期间接连诊
治了5名恶性疟疾患者，均为在非洲
务工的归国人员。

据报告， 去年我省疟疾发病超
过150例，且数量上升速度迅猛。 在
安哥拉工作2年多的葛先生称，该国
现处于疟疾高发的雨季， 他同事中
80%都患上这种疾病。 湘雅医院感
染科副教授沙新平提醒， 前往非洲
或东南亚等疟疾流行高发区域，一
定要提高警惕并及时做好相关防护
措施， 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症
状时，应当及时就诊。该院正筹备建
设省重症疟疾救治中心， 为外出务
工归国人员提供更好的医疗平台。

疟疾主要由雌按蚊叮咬人体后

将疟原虫传入。患者常常出现畏寒、
发热、头痛等症状，同时脑、肝、肾等
并发症也较多，若不及时治疗，可危
及生命。目前，恶性疟疾在我国较少
见，但高发于非洲等热带地区。我省
是对外劳务输出大省， 外派劳务人
员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等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不乏非洲的
安哥拉、乌干达、马里及东南亚的缅
甸、泰国、马来西亚等高疟区，这也
使得疟疾成为我省的一项主要输入
性疾病。

预防疟疾最有效的方法是避免
蚊子叮咬，切断传播媒介。“前往非
洲等高疟区之前一定要接受正规机
构的培训，了解疟疾防治基本知识，
准备疟疾防治药品和防蚊用品。”沙
新平提醒，疟疾并非不治之症，及时
发现并就医能彻底治愈， 外出务工
人员一般选择节日归国， 正值家人
团聚， 一旦喝酒很容易使体内疟疾
迅速恶化， 若不及时就医可能造成
生命危险。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龚亚军） 当日入住， 当日
手术， 当日出院， 这种国外非常流
行的日间治疗模式， 引进我省。 记
者25日从湘雅二医院获悉， 该院眼
科二病区率先推出日间病房， 心脏
介入部分简单病例随后也将开展这
种新型的医疗服务模式。

“不但费用低、方便快捷，而且
有效提高床位周转率， 缓解住院难
等问题。”眼科二病区护士长李红瑜
介绍说，“日间病房” 在国外又被称
为“23小时病房”，病人都是住院时
间不超过24小时的特殊病人， 是目

前国外比较流行的新型治疗模式。
来自长沙的刘先生，因患泪囊炎，要
做鼻泪道支架植入术，成为“日间病
房”首批病友，按照以前的传统住院
模式，他至少要住3至4天院，费用在
6000元左右，而他本次住院没超过
24小时，前后只花了3000多元。

目前， 湘雅二医院眼科率先开
展日间病房手术的有斜视、 整形
组， 以斜视、 眼部小肿块、 上睑下
垂、 眼球摘除等不需要在显微镜和
层流手术间进行的小手术为主， 适
用于全身情况好、 无需进行全身麻
醉的成年人。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姚家琦）1岁多的童童（化
名）玩耍时不慎摔倒，筷子从口中插
入，差点“要了命”。记者日前从省儿
童医院了解到， 春节期间儿童意外
伤害与往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初
步统计达58例之多。 专家提醒广大
家长，应多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同
时，家长要学习、掌握一些简单的急
救知识。

20日晚21时许，一对年轻的父
母抱着孩子飞奔进省儿童医院急诊
室，孩子痛哭不止，脸上、前胸到处
是血，而口中竟赫然插着一双筷子。
“孩子玩耍时不慎摔倒，筷子从口不
仅刺穿了硬腭， 还将左侧上颌窦刺

穿。 ”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
匡玉婷介绍， 上颌窦的上方就是眼
眶底，筷子尖距离眼眶底已不到1个
公分了， 距离颅底也只有2个公分，
位置十分凶险， 一不小心就可能导
致失明甚至危及生命。

据了解， 春节期间省儿童医院
儿童意外伤害患儿达58例， 其中多
为卡花生、瓜子、鸡骨头的气管异物，
以及鞭炮炸伤及外伤。“幼儿有好动、
好奇心强的特点， 是意外伤害高发
人群，家长需要特别注意。”匡玉婷提
醒，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多对孩子
进行安全教育， 提高孩子的安全意
识，避免发生意外伤害。同时，家长可
学习、掌握一些简单的急救知识。

食品安全： 严守“入口”

《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3月1日起施行，食品小作坊、摊贩将“挂
牌”集中经营，食品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治理全面铺开———

输入性疟疾激增，均为非洲务工归国人员———

外出务工谨防疟疾

当日入住 当日手术 当日出院
湘雅二医院开设“日间病房”

筷子从1岁幼儿口中插入
特别小心儿童意外伤害

■健康话题

针对2002年和2012年两个自然年的6万余例住院患儿病例， 省儿童医院调查报告显示———

儿童疾病谱悄然“变脸”

农垦打造
现代农业示范区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彭志勇 ） 农垦农场具有规模化、 集约化、
产业化的“先天” 优势， 最有条件建成现
代农业示范区。 昨日， 全省农垦工作会议
在长沙召开。

屈原、大通湖、君山、西湖、西洞庭……
作为过去的国有农场， 我省垦区土地集中，
便于发展规模化生产； 垦区农民事实上是

“专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 劳动素质和
集约化生产水平都较高； 垦区“以农而
立”， 发展农业产业化堪称一贯传统。

以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为例： 2012年，
该区出栏生猪74.9万头， 其中规模养殖比
重超过91%， 规模化比重居全省第一； 主
要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达到98%， 同样排在
全省首位； 全区11个规模农产品加工企业，
带动农户形成“饲料—生猪—肉食品加工”
等3条产业链，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2824元，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5000多元。

省农垦局提出， 今年将在全省70个垦
区农场， 着力推进土地流转， 发展适度规
模经营； 加快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 进一
步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提高农民收入；
积极应用先进科技， 继续提高农业机械化
水平；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助力农业
现代化进程。

张家界旅游商品销售超35亿元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李宗利） 昨日， 记者从张家界旅游商品产
业集群发展调研座谈会获悉， 张家界目前
共有旅游商品生产企业138家， 已开发了
1000多种旅游商品， 2012年旅游商品销售
收入达35.23亿元。

据悉， 旅游商品产业集群是张家界唯
一进入全省重点培育的产业集群， 根据世
界旅游精品建设和“十二五” 规划目标，
张家界将整合资源， 形成合力， 规范市场，
坚持可持续发展， 做精产品、 做强企业，
推动旅游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1月30日，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坎寨村，儿童在村卫生室接受治疗。（资料
照片） 张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