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殷朝辉 版式 王烨 校对 余倩文2018年10月30日 星期二
城事 今热读· 本版电话：88066306 8663207210 编辑 殷朝辉 版式 王烨 校对 余倩文 2018年10月30日 星期二 城事 今热读·本版电话：88066306 86632072 11

“夏收夏种的时候，病虫
害比较多，这个期间，使用农
药也会比较多，现在稍微好
一些。”上周，记者来到新北
区孟河镇的孟河农丰农资经
营部，负责人李国华正在柜
台前忙活。店门口，摆着一
黄一灰两个不同颜色的垃圾
桶，分别是新北区农药包装
废弃瓶和废弃袋回收箱。

据了解，4月起，新北区在
孟河镇试点了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处置体系。“有时候农
户会直接带过来扔在这里，或
者他们收集好以后跟我说放
在什么地方，我去取回来。然
后根据无害化处理方式的不

同进行分类，将包装废弃袋和
废弃瓶分开收集。”在店门旁
有一间仓库，如今成了农药废
弃物的临时储存地，李国华打
开卷帘门，里面大大小小已经
扎了几十包。

“以前，农户们都是直接
把农药包装废弃物扔在田间
地头或者扔在周围垃圾箱，
这样存在安全隐患。”新北
区农业局农业执法大队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一方面，农
药包装袋虽然很小，但是里
面的残留液浓度高，一旦外
流容易造成土壤污染，进而
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
而扔进普通垃圾箱，则容易

产生药害，毕竟处理方式跟
生活垃圾不同。”

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行，
每当有人来购买农资的时
候，李国华都会“唠叨”两句，

“包装袋不要乱扔”“大家都
做一点贡献，环境会越来越
好”。慢慢地，响应他的人越
来越多了。“现在估计有几十
个农户会把这些废弃物送
来。”

据了解，截至 9 月初，新
北区农药废弃物的回收量约
在1吨左右。

◆率先开展全省试点
按照“谁销售谁回收”的

原则，新北区建立了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网络，制订了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和
回收点工作制度，制作了统
一制式、统一标识的回收箱，
并选定安耐得工业废弃物处
置有限公司定期对回收的包
装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置，
形成了统一回收、定期清运、
无害化处置的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处置机制。

以试点立标杆，以点带
面，并逐步在全区推广。

先 行 先 试

试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体系

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三井分
局的检测室，桌面上，萝卜干、雪里
红、酱黄瓜、榨菜等多品种的酱腌菜
被封在透明塑料袋里，检验员正依
次通过试剂与抽样产品的提取成份
相互作用反应，检测是否有成份超
标。

“蔬菜农药会不会残留？”“猪肉
会不会有瘦肉精？”舌尖上的安全，一
直都是市民关注的焦点。

2016 年，新北区将“食品药品安
全三大体系建设”纳入全区为民办实
事项目，并在全市率先建成自己的

“食品安全快筛快检中心”；2018 年，
为加快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
按照“区、镇、市场”三级食品安全监
测保障网络框架思路，新北区又先后
在春江、孟河、西夏墅、奔牛和三井等
镇（街道）改（扩）建镇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室，升级检测设备，提升了
速测能力。

基层快检站引入无锡中德检测
中心，配备全自动农药残留检测仪、
食品安全综合检测仪（多通道）等快
检仪器，并配备两名专业人员，具备
了监测农药残留、瘦肉精、非法及滥

用添加剂等快检能力。今年以来，已
对 31 个农贸市场的 15000 多批次食
用农产品和 40 个超市的 2300 多批
次食品进行了快筛快检。

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介绍，从新北区食品安全快筛快检
中心，到基层快检站的设立，他们把
食品快检作为常态化工作，随机进行
抽检，同时将抽检结果全部公示，让
市民更安心。

◆形成区—镇—企业农产品质
量安全快速检测体系

新北区依托常高新集团下的常
州一诺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了新北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
检测中心，负责区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快速检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委托第三方机构定期开展区级定量
检测。“创安”以来，全区完成定量检
测1795批次、定性检测1.3万余批次，
镇、街道共完成定性检测 10 万余批
次，均超额完成检测任务，检测合格
率均为 100%。各农业企业加大农产
品质量安全自检能力建设，全区22家
农业企业建有速测室，实现自检合格
后上市。

快 检 体 系

提速增效，食品快检走基层

眼下正是秋收季节，来到
新北区的田园小镇西夏墅镇
东南村，稻田里，迎着微风是
一片金色的波浪；晒场上，一
片黄澄澄饱满的颗粒，是老常
州人记忆里的米香。

远离街镇，地肥水清、绿
树成荫。东南村是西夏墅镇
唯一保留传统农业耕种的村，
目前有水稻面积 2000 多亩。
2013 年，在村党总支书记兰
红娟的带领下，成立了东南农
机合作社和有机稻米种植专
业合作社。“农产品这种东西，
口感才是王道，不好吃什么都
是虚的，好吃了，再看是不是
健康，有没有超标，有没有污
染 ，都 没 有 了 ，才 可 以 放 心
买。”兰红娟说，通常为求产量
高，就得用农药杀虫治害。农
药喷多了，洗多少遍也有残
留，更要命的是，土壤也会遭
到污染，这样怎么能保证吃得
安全？为保安全，他们引进了
有机水稻，为东南村开辟一条
有机生态农业的新道路，“夏
墅”牌软米也应运而生。

兰红娟告诉记者，“夏墅”
牌有机稻米经过几年发展之
所以能得到市场认可，第一道
关是品种，第二道关是种植，
第三道关是加工。由省农科
院指导，选用优质软米品种，
施用发酵的有机肥，稻鸭共
作，采用农业、生态、生物、物
理等有效措施防治病虫草害，

严格执行有机种植、加工、包
装等相关标准，经国家环境保
护部有机产品认证中心的全
程跟踪检测，追溯各个生产环
节的源头，严格实施标准化种
植、生产、加工，确保大米生
态、营养、保健。

2014 年 11 月，“夏墅”牌
软米被授予“江苏省名优产
品”的荣誉称号。2015 年 9
月，“夏墅”有机软米获得有机
证书。

◆标准化生产进一步提
升

围绕农业绿色生态可持
续发展目标，新北区积极开展
小麦轮作休耕、商品有机肥替
代无机化肥、园艺作物绿色防
控标准园创建、病虫害绿色防
控技术应用、畜禽养殖场治理
等工作，减少化肥农药施用总
量，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提升
耕地综合质量，促进农业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

全区累计完成小麦轮作
休耕 2.66 万亩，新增稻田综合
种养示范片 2 个，创建省市级
标准园 4 家。同时，进一步加
强技术指导，推广农业标准
化生产，印发主要农产品标
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18 个，做
到规模基地标准化生产全覆
盖。在 24 个农产品生产基地
建立了以标准化生产和用药
使用清单为主的“一品一策”
制度。

绿 色 农 业

记忆里的米香，有一套严格的播种标准

在新北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的
圣王果蔬的采摘园里，无花果还
挂在枝头。尝一颗这个“长在树
上的糖包子”，柔软的果肉入口即
化，清新的甜味瞬间在口腔里四
散开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
里已经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无花
果生产基地，也是国内唯一的无
花果标准化生产基地。

这一片果园，凝聚着胡巧芳

和 丈 夫 巢 克 昌 十 几 年 的 心 血 。
2000 年，夫妻俩陆续下岗，却没
有退缩、等待、消沉，经过多方考
虑和考察，就在如今果园的办公
房身底下，他们试种了 10 亩无花
果，没想到第一年就挣钱了。

怀着对土地的感情与敬意，
从最开始的 10 亩，到后来的 40
亩、65 亩、120 亩直到如今的 400
多亩，两位朴实的农民把农副产

品产业化道路搞得风生水起，他
们开发了无花果茶片和冻干两个
品种，每亩产值达到了万元。

在圣王果蔬，你能吃到市面
上没有的各种口味的无花果，日
本的波姬红、葡萄牙的绿康、意大
利的金傲芬、以色列的 B1，听听
名字就已经美好得让人流口水，
价格也很亲民，“我们的采摘可以
一直持续到 11 月，如今每个双休
园子里都很热闹。”圣王果蔬负责
人胡巧芳告诉记者。

◆品牌带动，打造新北农产
品“名片”

近年来，新北区充分挖掘品牌
资源，大力发展“品牌+企业+农户”
发展模式，全区2017年有8个品牌
成功列入江苏省农产品品牌目录。
2018年申报市级农产品品牌目录18
个，区域公共品牌2个。全区农产品
中已拥有省著名商标3个，江苏省名
优产品3个、市知名商标17个。

农 产 巡 礼

华东最大的无花果基地成了“新北名片”

新北区建立责任清晰新北区建立责任清晰、、监管有力监管有力、、执法严格执法严格、、运转高效的运转高效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把好食品安全的把好食品安全的““第第 一道关一道关””，，守护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舌尖上的安全””

下午3点多，新北区玲珑综合
市场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家住附
近的聂阿姨结束了午休，便到菜
场 来 逛 一 圈 ，买 点 菜 回 去 做 晚
饭。临走前，她把刚买的一袋蓬
蒿拎到了菜场里的检测室，“现在
人都讲究的，看看有没有农药残
留，吃得也放心点。”其实，自从菜
场设立了这个食品安全快检室以
来，不定期把买的菜送来检测，已
经成为了聂阿姨的习惯。

2017 年，玲珑菜场成为新北
区唯一“安心菜市场”试点。菜场
门口的大屏幕，每天都会清楚地

显示出当天菜场农产品的抽样检
测结果。菜场在把这些数据向公
众公布的同时，还上传“智慧食药
监综合监管平台”，接受监管。此
外，菜场还统一了标志标识，价格
上限明确，每个档口都配有智能
电子秤，实现微信、支付宝和银行
卡刷卡付款，扫描小票二维码还
能获取档口、交易时间等信息，实
现了农产品在最后一个流通环节
的追溯。

“如今，每天有 9 个蔬菜、1 个
肉类送去检测，一旦发现有农药
残留超标，经营户经营的产品将

立马被下架，同时还要向上级部
门报告。”龙虎塘街道城管办市
管科副科长胡孟明告诉记者，相
比以前，如今菜场快检室检测的
项目更多了，包括了农药残留、甲
醛、吊白块、亚硝酸盐等十多个项
目，“而且以前只有蔬菜能送检，
现在干货、肉类也都可以检测。”
胡孟明说，今年，试点单位增加到
了 10 家。“此外，检测设备也在逐
步更换提升，以前是滴管检测，现
在则有专门的仪器。”

◆10家“安心菜市场”已基本
建设到位

据了解，今年以来，新北区
“安心菜市场”高标准推进。按照
“规范管理五到位”、“设施环境三
提升”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和建设
要求，联合各镇街道共同推进“安
心菜市场”建设，统一设计、统一
门头、统一形象，统一大屏显示
器，目前全区 10 家“安心菜市场”
已基本建设到位，待市局验收。
同时，建立快检数据平台，在菜场
农残快检的基础上每天实施风险
监测，已覆盖农产品达 15000 批
次。

安 心 菜 场

买菜随时可“检测”，市民吃上“放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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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是千
家万户“幸福树”上最重要的枝干之一。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区，是一块含金量非常高的牌子。通过创建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区（以下简称“创安”），可以推动建
立责任清晰、监管有力、执法严格、运转高效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让市民吃得健康、安全。

从2017年起，新北区认真贯彻落实市级“创安”工
作的部署，通过实施网格化监管、落实投入品监管、加
强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相结合等举措，争创“创建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区”，打造更加宜居、宜业、宜游的强富
美高新北区。

常州市是江苏省第一个
提出整市创建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区的地级市，计划通
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分六大
阶 段 抓 推 进 落 实 ，力 争 到
2018 年创成“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市”。

2017 年 5 月 ，市 级“ 创
安”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后，新
北区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
神，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了区
长为组长、相关单位主要领
导为成员的创建领导小组，
出台了创建工作方案，并于 6
月 29 日召开了新北区创安
工作动员大会，与各镇（街
道）签订了目标责任书，明确
了各级政府责任：全面落实
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
任，扎实推进农业投入品监
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农
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工作，全
面实行标准化生产，建立健
全覆盖全区、镇（街道）、行政

村（社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体系，逐步完善农产品
质量安全制度机制，持续推
进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区各项工作开展。

实施网格化监管。对全
区7个镇，91个涉农村（社区）
全面实施“三定一考核”（定对
象、定人员、定任务，业绩考核）
网格化监管，通过手机App监

（协）管平台，定期更新、实时监
管网格化监管对象。

落实投入品监管。新北
区农业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对重点生产基地及农资经
营店开展不定期突击抽查。

“创安”以来，共检查农资经
营单位 79 家次，饲料生产企
业 1 家，农药生产企业 3 家，
抽检农药产品 88 批次，肥料
产品 14 批次，确保农业投入
品使用安全科学。

加强日常监管和专项检
查相结合。深入开展农药及

农药残留、“瘦肉精精””、、兽用抗兽用抗
菌药、生猪屠宰监管、农资打
假、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
治等 6 类专项整治行动。“创
安”以来，累计下达责令改正
通知书6起，处理涉农投诉举
报 11 起，立案处理 9 起，结案
4起，罚没款1.8万余元，向市
场监管局、公安部门移送案
源线索 6 起，为法律护农、质
量兴农提供了保证。

责 任 落 实

持续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创建

“夏墅”牌软米，种植有一套严格的标准。

新北区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新北区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首先在孟河镇首先在孟河镇
进行试点进行试点，，图为李国华图为李国华（（左左））指导农户丢农药包装废弃物指导农户丢农药包装废弃物。。

现场采样现场采样

菜场设立快检室菜场设立快检室，，市民吃上放心菜市民吃上放心菜。。

圣王无花果基地圣王无花果基地，，采摘可延续至采摘可延续至1111月月。。

新北区新北区““创安创安””动员大会动员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