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月 11 日，记者从贵

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 近期

该局发布了“今年第二期食品不

合格情况的公告” ，结果显示，有

67 个批次食品不合格，不合格样

品涉及肉制品、 炒货食品、 淀粉

及其制品、 方便食品、 糕点、酒

类、食用农产品、食用油、蔬菜制

品、水果制品、糖果制品、调味品

等 12 类。

本次共抽样送检样品 3632 批

次，涉及肉制品、炒货食品、淀粉及

其制品、方便食品、糕点、酒类、食用

农产品、食用油、蔬菜制品、水果制

品、糖果制品、调味品、餐饮食品、蛋

制品、保健食品、饼干、茶叶、蜂产

品、罐头、可可及焙烤咖啡、冷冻饮

品、食品添加剂、食糖、薯类及膨化

食品、水产制品、速冻食品、特殊膳

食食品、 饮料、 婴幼儿配方食品等

29类食品。

合格样品计 3565 批次。 其中，

肉制品 246 批次、 炒货食品 40 批

次、淀粉及其制品 42 批次、方便食

品 60 批次、 糕点 104 批次、 酒类

256 批次、食用农产品 597 批次、食

用油 41 批次、蔬菜制品 186 批次、

水果制品 48 批次、 糖果制品 112

批次、调味品 504 批次、蛋制品 65

批次、保健食品 24 批次、饼干 7 批

次、 茶叶 501 批次、 蜂产品 18 批

次、罐头 18 批次、可可及焙烤咖啡

2 批次、冷冻饮品 3 批次、食品添加

剂 3 批次、食糖 20 批次、薯类及膨

化食品 51 批次、 水产制品 11 批

次、速冻食品 31 批次、特殊膳食食

品 4 批次、饮料 179 批次、餐饮食

品 380 批次、 婴幼儿配方食品 12

批次。

不合格样品计 67 批次。 其中，

肉制品 7 批次、 炒货食品 3 批次、

淀粉及其制品 2 批次、 方便食品 6

批次、糕点 2 批次、酒类中 6 批次、

食用农产品 9 批次、 食用油 1 批

次、蔬菜制品 11 批次、水果制品 2

批次、糖果制品 3 批次、调味品 15

批次。

目前，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

产品，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

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相关规定，

采取下架、召回、立案调查等措施，

查明不合格食品的批次、数量和原

因，制定整改措施，防控食品安全

风险。

（本报记者 邓丽娜 孙维娜）

全省“体检”食品 67个批次不合格

涉及肉制品、炒货食品、食用油、调味品等12类

涉及全省 88 个县

（市、区、特区）

在毕节纳雍总溪河畔，2 万余

亩樱桃花争相绽放， 引来大量游客

驻足观赏。

总溪河畔所种植樱桃名叫玛瑙

红， 是纳雍本地果农培育出的独特

品种，目前已在省内种植 16万亩。

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悦中

时，总溪河畔的樱桃花已悄然开放，

最先从河谷开放， 再到山腰， 到山

顶，目前，总溪河畔两万亩樱桃花已

全部开放，白茫茫一片。

据悉， 总溪河每年都会举办为

期 8天的山歌大赛，在这期间，樱桃

花也正好开放， 不少游客每年都会

约上亲戚好友，来总溪河听山歌，搞

烧烤，看樱桃花。 实习记者 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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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9 年春季贵州首

场千企万岗大型招聘会将于 2 月

16 日在贵阳市市西路商业步行

街举行。

据悉，本月共有 4场同样规模、

不同单位参加的招聘会，具体举办

时间分别是 2 月 16 日、17 日、23 日

和 24日 9:00-14:00。

贵州千企万岗大型招聘会由

贵州众国人才市场、 众国人才网

共同主办。据统计，本次招聘会现

场加网上预计有 800 余家企事业

单位参与， 主要是贵州省省内知

名企事业单位， 预计提供职位达

到 1 万余个， 主要职位包括总经

理、办公室主任、摄影师、投递员、

程序员、策划师、会计师、销售经

理、文员、助理、技术工人、清洁

工、保安等。其中中高层管理人员

职位就有 1000 余个。

凡本次入场的求职者具有本科

学历 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硕士毕

业 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博士两年

以上工作经验的、中高级技术工人

和中高层管理工作经验五年以上

的、有一定技能的残疾人士，均可报

销车费补贴 50-500元。

众国人才市场售后服务部将在

现场和网上为没有找到合适职位的

应往届毕业生及社会各类人才免费

推荐就业。

（本报记者 段筠）

2019年春季贵州首场千企万岗大型招聘会本周六启幕———

万余岗位等你来挑选

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消息，我

省本周末将再迎冷空气， 贵阳、遵

义、铜仁、凯里等地最高气温将降

至个位数。

昨日起， 贵州天气逐渐转好，

有利春运返程。 预计今天午后到明

天，全省转为阴天到多云，各地气

温回升。 13日至 15日，西部地区晴

到多云， 其余地区阴天夜间有小

雨。 受弱冷空气影响，周末贵州将

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

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

到 13 日，东部地区阴天有小雨，西

部地区多云到晴，其余地区小雨转

阴天到多云，各地气温回升。 13 日

夜间到 15日，毕节、六盘水、黔西南

州等地多云到晴，其余地区阴天夜

间有小雨。 受弱冷空气影响，周末

各地将迎来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

程，16 日到 17 日，夜间到早晨中部

东西向一线地势高处或将出现冻

雨或雨夹雪。

气温方面， 本周前期贵阳、遵

义、黔东南州等地最高气温将逐渐

回升至 10℃以上，六盘水、兴义等

地天气晴好气温可达 20℃以上。 周

末，贵阳、遵义、铜仁、凯里等地最

高气温又将降至个位数。

气象部门提醒，今起贵州天气

转好有利春运返程，但车流量较大，

公众请关注沿途最新天气及路况信

息，提前做好路线规划，行车注意安

全。 本周气温略有起伏，公众需注

意适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等疾病

发生。

（陈蕾 本报记者 张晨）

我省本周末 再迎冷空气

贵阳、遵义、铜仁、凯里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个位数

虽然这几日贵州局地出现低

温、雪凝天气，但是春天的脚步一刻

也没停息。

11 日早晨，记者发现在贵阳地

势高处的树木上仍有雨凇现象，不

少植物都披上了一身冰装。 仔细一

看， 冰装下有不少新芽正在积极向

上地生长。

被冰包裹的新芽像即将破壳

而出的雏鸟一样，迫不及待地拥抱

春天。

这几日气温将回升， 春天的气

息会越来越浓，不少花将陆续开放，

小草也将会越来越绿。 春意盎然的

景象也不远了。

石奎 本报记者 张晨

雨凇冰凝处 嫩芽已探头樱桃花始开 春意悄然来

本报讯 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了

解到， 2 月 11 日是春节长假后第一

个工作日，省卫生健康委举行“大调

研大学习大落实” 集中调研培训，此

次“大调研大学习大落实” 活动集中

调研一直持续到本月 20 日， 全委 44

个分队、近 200 名人员将对全省 88 个

县（市、区、特区）开展调研。

为了摸清全省卫生健康工作底

数，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为贵州卫生健

康下一步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省卫生健康委举行“大调研大学习大

落实” 集中调研培训，委分管领导对

大调研工作做要求， 相关业务部门对

照任务清单开展了调研统计培训。

据了解，此次“大调研大学习大

落实” 活动集中调研一直持续到本月

20 日，全委 44 个分队、近 200 名人员

将对全省 88 个县（市、区、特区）开展

调研，涵盖全省卫生资源（含民营医

疗机构）发展、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建

设、健康扶贫工作推进、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三年提升计划、 东西部协作

医疗卫生对口帮扶、 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 全省二级以上医院改革发展

和管理、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中医

药事业发展、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公立

医院党的建设发展情况等内容。

（本报记者 张梅）

本报讯 寒假接近尾声，贵阳晚报

小记者团推出“收心” 第一课———我

是小小卖报童。

此次“卖报体验” 报纸份数不少

于 10份，上不封顶。 活动当天，“小报

童”须提前向家长支取至少 10元的买

报费用。 领取当天新鲜“出炉” 的报

纸，然后小记者按照个人喜好，以集合

地点所在的中山东路为起点， 走街串

巷，沿路吆喝。 以往参加过的小记者可

以挑战卖更多报纸。 首次体验卖报的

小记者，如担心完不成任务，也可组队

进行， 共同化解面对陌生人时容易怯

场的尴尬。 陪同的家长抓拍下小记者

售报瞬间并在活动群内分享。

另外，孩子们卖报所得款项，贵阳

晚报小记者团将用于购买书籍、文具、

体育用品等， 走进偏远乡村学校开展

爱心公益活动。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我省开展

卫生健康集中调研

招募小记者

体验“卖报童”

活动时间：2019 年 2 月 17 日上午

10:30-12：30

� � �集合地点：中山东路 7 天连锁酒店

楼下

报名截止时间：2019 年 2 月 14 日

上午 11点

招募对象：40组晚报小记者家庭

报名方式：关注“贵阳小记者” 微

信公众号（gywbxjz），在后台回复“小

小卖报童 + 姓

名 + 学校 + 年

级 +电话” 。 活

动详情见“贵阳

小记者” 微信公

众号。

■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