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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常州市食品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州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编撰并发布
了《2016 年常州市食品安全状
况报告》（白皮书），向市民通报
了去年的食品安全状况。

报告显示，2016 年我市共
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62526
家，687 家食品生产企业取得
898 张 食 品 生 产 许 可 证 ，与
2015 年相比，获证企业数量减
少 1 家，证书数量减少 14 张。
全市共有流通环节食品经营许
可证33601张，其中连锁超市、
大卖场、大型批发食品企业
295 家，食品经营户（食品店）
33639 家，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3 家，农副产品市场 191 家，其
他共101家。

全市共有餐饮服务单位
28027 家，其中特大型餐馆 49
家，大型餐馆431家，中型餐馆
1851 家，小型餐馆 3909 家，快
餐店 422 家，饮品店 1914 家，
小 吃 店 14466 家 ，学 校 食 堂

755 家，企（事）业单位、建筑工
地等食堂 1762 家，中央厨房 8
家，集体用餐配送单位36家。

去年共抽检22628批次食
品样品，检出不合格样品 659
批次，样品合格率为 97.09%，
比 2015 年提高 0.47%，糕点、
卤制品和餐具以及保健食品不
合格率较高。在不合格项目
上，微生物、非食用物质、超范
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指
标，不合格率分别占比 35.8%、
20.8%、17.9% 。 关 于 保 健 食
品，虚假标注功效成分的现象
还比较突出。

报告发生集体性食物中毒
事件10起，其中一般食品安全
事件 2 件，集体性食物中毒人
数达 317 人，无死亡病例。中
毒 发 生 率 为 6.34 例/10 万 人
口。80%集体性食物中毒发生
在 气 温 较 高 的 第 2、3 季 度 ，
50%的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在宾
馆饭店。2016 年全市未发生
一般以上食品安全事故，食品

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2016 年，我市 12331 平台

共受理食品类咨询、投诉、举报
2309件，按时答复率100%，年
内办结率 92.6%。电话咨询
751件，答复率100%。全市各
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立案查处
食品类案件 404 起，没收违法
所得 22.63 万元，罚款 1594 万
元。

市食药监局表示，2017 年
将实现凌家塘、横山桥、苏浙皖
三大农产品批发市场进场农产
品全检全测，并统一使用销售
凭证。并在全市标准化菜场全
部建立快检室，并及时公布检
测信息。同时加强重点场所食
品安全质量监管：指导全市新
建、改扩建学校食堂按 A 级标
准建设，A级比例达70%；对持
证养老机构和老年助餐服务单
位全部实行规范化管理；将三
A 级以上旅游景区餐饮单位、
三星级以上旅游饭店按A级标
准提档升级。（食药宣 赵霅煜）

2016年常州市食品安全白皮书昨日发布，食药监部门同时表示，2017年——

实现三大批发市场进场农产品全检全测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
供电公司获悉，历经 8 年多时
间的建设，溧阳抽水蓄能电站
目前已有 3 台机组投产发电，
这也是江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
站。

溧阳抽水蓄能电站地处天
目湖畔，总投资89.3亿元，共安
装 6 台单机容量 25 万千瓦的
可逆式水泵水轮发电机组，总
容量 150 万千瓦，是江苏省目
前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这个
电站就像一个巨大的“蓄电池”
一样，它将水合理循环利用起
来，然后调配高低峰的用电需
求。这一电站是江苏继沙河抽
水蓄能电站、宜兴抽水蓄能电
站之后，建成的第三座抽水蓄
能电站。

电站主要由上水库、输水
系统、发电厂房及下水库等 4
部分组成。在山上山下各建一
座水库，在电网处于用电低谷
时，用富余的电把水抽到山上，
电网出现用电高峰时放水发
电，从储能到发电到备用，一举

三得。
江苏国信溧阳抽水蓄能发

电有限公司运行部主任魏力介
绍，因为电力系统是供需实时
的，没有大容量的存储设备，所
以抽水蓄能电站就承担大容量
的存储电能作用，相当于对电
网采取平衡、调峰填谷调节作
用。

目前，溧阳抽水蓄能电站
的首批 3 台机组已并网发电，
其他 3 台机组也已进入调试
阶段，将于今年 10 月底全部

投产。这一电站年发电量可
达 20.07 亿千瓦时，相当于溧
阳市全年用电总量的三分之
一。

此外，电站位于苏南地区
用电负荷中心，相当于给华东
电网建了一个“大号蓄电池”。
可以担负华东电网的调峰、填
谷、调频、调相、事故备用、黑启
动等任务，并将有力支撑“外电
入常”战略的实施，更好地消纳
西电东送的电量。

（奚青兰 汤怡晨 文摄）

年发电量相当于溧阳全年用电总量的三分之一

江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投用

本报讯 国家卫计委发布
的《关于 2016 年血液安全技术
核查的通报》显示，2016 年，全
国共有 1400 万人次参加无偿
献血，较 2015 年增长 6.1%，为
近年来最高增幅，同时血液质
量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
的普遍关注。昨日，记者从我
市中心血站了解到，早在 2015
年底，江苏省血液信息管理系
统联网工程就已在全省 14 个
血液中心、中心血站及 13 个分
站全部实施完成，实现了省内
联网，在全国范围内处于前列。

市中心血站副站长徐立介
绍说，这个系统联网工程包括
四个信息平台，即全省异地用
血联网报销平台、全省献血者
屏蔽管理平台、全省血液调剂
管理平台、全省血液行政信息
管理平台。

全省献血者屏蔽管理平台

的建立，实现了区域间不适宜
献血人群的制度性屏蔽，加强
了献血高危人群管理，从源头
上保障血液质量安全。

目前，献血者屏蔽主要针
对乙肝、丙肝、梅毒和艾滋病病
毒携带者这四类，如果捐献者
的血液中，经过检测发现有这
四种疾病的传染可能性，系统
就会将该捐献者屏蔽。全省联
网后，全省献血者屏蔽管理平
台的使用能建立有效的防护
网，进一步从源头上保障血液
安全。另外，对间隔期不到的
献血者也能在线查证，避免不
到期献血的情况，以免对献血
者身体造成损害。

据统计，2016 年全省已经
实现 26101 人次献血阻止，我
市总共已经实现 1366 人次献
血阻止，平均每天阻止近 4 人
次。 （周欢欢 徐丹）

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2016年血液安全技术
核查的通报》，关注用血安全

屏蔽不宜献血人群
我市早已制度化

溧阳抽水蓄能电站是江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
“常州这是入夏了吗？”

不少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最近的大升温让空气中弥漫
着夏天的味道，要不是晚上
的习习春风，还真以为到了
夏天。

前阵子，有专家发表文
章说“春天一年比一年变短
30 秒”。为什么春天越来越
短？专家分析原因说，这跟
地球公转、自转有关。地球
公转时是倾斜的，太阳的斜
射产生了一年四季。但除了
地球绕着太阳公转外，地球
自身也在进行自转，春季缩

短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地球的自转轴是会移动的，
这种移动在天文学上叫做

“进动”(precession)，因为地轴
进动的关系，太阳实际上每
年的直射点会有细小的偏
移。这样的偏移虽然非常
小，但日积月累，就十分明显
了。

虽然不知道这样的说法
正确率有多高，春天每年少
30 秒我们也感觉不到，但不
管怎么说，这更加会让人觉
得“春天格外值得珍惜”。

一只

春天一年比一年短30秒？

全市今天白天晴到多
云，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
阵雨或雷雨，偏南风 4 到 5
级，今天最高温度 26℃，明
晨最低温度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