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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一查到底”刷出食品前世今生

“食安厦门”
微信公众号升级，
新增查询和在线投诉举报功能，
食品安全多了
“智能助手”

斗阵行

链接

科普专栏

日行万步转发集赞
有机会拿“元初”代金券

主办：厦门市食安办 厦门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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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关注本栏目的读者
对“食安厦门”微信公众号
应该不陌生，每期栏目我们
都“贴”这个公众号的二维
码，
号召大家扫码关注，
因这
个公众号上也经常发布与厦
门市民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
科普知识，
备受关注。
昨日，记者从市食安办
获知，最近，
“ 食安厦门”微
信公众号升级了。
“ 食安厦
门 ”在“ 科 普 ”功 能 的 基 础
上，重点推出了“一查到底”
和在线投诉举报功能，成为
市民守护餐桌安全的一个
“智能助手”
。

操作
指南

文/图 记者 高金环
通讯员 刘伟程 黄煜

“食安厦门”微信公众号，是厦门
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开
设运营的政务公众平台，以往经常发
布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公布不合格抽
检信息。近期又多了食品信息在线查
询、消费者在线投诉举报等多种功能。
其中，
“一查到底”功能强大，依托现有
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系统设立查
询入口。
记者体验发现，点击这个版块后，
只要扫描市场上预包装食品外包装上
的条形码，或列入我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点的农产品种植基地供应的生
鲜食品外包装上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这些食品的“前世今生”，比如预包装

食品的生产厂家、检测报告、生产企业
信息等，以及生鲜类食品的基地、施
肥、农药、加工、包装、检测等信息，实
现食品
“来源可查、去向可溯”。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参与 。”市 食 安 办 相 关 负 责 人
认为，这个微信公众号提供了“从农
田到餐桌”的追溯模式，生产、加工、
流通、消费等供应链环节全程追溯的
一个入口，可以有效防伪，打击假冒，
消费者扫描二维码查看产品的详细信
息，既是对自己健康负责的一种举动，
也是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的一种行
动，体现了全民参与，共享共治食品安
全的理念。

市民投诉举报 可现场自动定位
在网上办事模块，方便市民投诉
举报食品安全相关问题。
记者注意到，依托 12315、12331
网上投诉平台，
“ 食安厦门”微信公众
号首页开设“投诉举报”快捷链接。市
民投诉时可通过手机现场自动定位，
同步获取被投诉方详细地址，并现场
拍照上传相关佐证照片。
这一功能解决了一些市民或游客
在投诉时，无法描述具体地点的困难。
必填信息内容也简化为 5 项，投诉之
后，市民可通过“受理查询”查看投诉
情况的进度。
在追溯互动模块，市民可查看该
公众号公布的食品监督抽检信息。据
即时互动：@厦门晚报 @我要说

悉，该公众号将与厦门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官网同步更新食品监督抽检信
息，包括抽检时间、抽检内容、抽检批
次、抽检结果等信息，及时曝光不合格
食品信息。
而 在 食 事 要 闻 模 块 ，有“ 食 安 创
城”、
“ 监管动态”、
“ 科普园地”和“政
策法规”4 个子菜单，菜单内的消息有
定期发布的厦门食品安全与创建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等方面的工作
动态，有与市民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
科普知识，有针对时下食品安全类热
点进行的热点解读等，市民可以通过
号内搜索的方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内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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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产品二维码 查询食品来源去向

相关新闻

食品安全群众满意度调查
厦门近三年位居全省榜首
厦门将食品安全作为首要的民
生工程、民心工程，已连续 17 年将治
理“餐桌污染”列入市委市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不断完善厦门食品安
全治理体系。
自 2005年起，
厦门率先在全国探
索食品安全可追溯监管模式，
实施
“机器
换人”
“
、技术助力”
战略。
经过十多年的
探索，
现已将全市139家婴幼儿配方食
品、
乳制品、
食用植物油、
肉制品、
白酒、
食品添加剂等重点产品的食品生产企业
纳入厦门市食品安全
“入市必登”
平台；
将全市6家批发市场、
6家畜禽屠宰场、
3
家专业大型冷库，
72家零售市场和173
家超市纳入生鲜系统；
将9095家食品批
发企业、
商场超市纳入流通环节监管系
统，
实现对全市3.2万家经营主体在售的
21.15万种食品的追溯监管。
自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以来，厦门在省食安委考核评价排名
不断提高。2016 年，在福建省食安委
对全省食品安全考评中，厦门综合得
分 97.04 分，排名全省第一，管理指标
完成率、主要食品治理指标完成率和
消费者调查满意率均列全省第一。
根据第三方机构调查显示，厦门
近三年来的食品安全群众总体满意度
平均每年提升 4 个百分点，位居全省
榜首，
在国务院食安办 2016 年中期评
估中名列第一。
(记者 高金环)

厦门网：
www.xmnn.cn 电子邮箱：
xmwbnews@vip.sina.com

2017 食安厦门健康跑活动本周
六开启，参与市民日行万步，转发集
赞，就有机会领取“元初食品放心肉
菜 50 元代金券”
。
本次活动由厦门市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主办，主题为“食安斗阵
行，健康跑不停”。活动持续 14 天，具
体时间为 10 月 14 日-27 日。
本次活动鼓励适度运动，健康
生活。对参与者有三个要求，第一，
每日行走或跑步步数达到 10000 步
以上（以当日微信运动计步为准）；
第二，朋友圈推送创建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宣传口号（可三选一：食
安厦门，你我同心守护/创食品安全
城，圆美丽厦门梦/食安斗阵行，健
康跑不停）+图片（快乐运动或享用
健康美食的自拍），并集齐至少 10
个赞；第三，关注“食安厦门”微信公
众号，将当日微信运动步数截图（微
信运动首页或我的主页）和朋友圈
集赞截图发送到“食安厦门”公众号
后台。
活动主办方将每日随机抽取 50
名幸运参与者，并在次日公布获奖
者名单，发送“元初食品放心肉菜 50
元代金券”
兑换码。
（记者 高金环 通讯员 刘伟程 黄煜）

小贴士
参与“食安健康跑”操作范例
1.关注
“食安厦门”
微信公众号。
2.打开微信，点击“微信运动”，
当日运动步数达到 10000 步以上并
截图。
3.朋友圈推送创建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宣传口号（食安厦门，你
我同心守护/创食品安全城，圆美丽
厦门梦/食安斗阵行，健康跑不停）+
图片（快乐运动或享用健康美食的
自拍），集齐至少 10 个赞，
截图。
4.将运动步数截图+朋友圈截
图发至
“食安厦门”
公众号后台。

奖品设置及兑换
1. 奖品为“元初食品放心肉菜
50 元代金券”
，数量共 700 份。
2.以电子兑换码的形式发放，每
个兑换码对应一张 50 元的兑换券。
3.兑换码有效期：活动开始之日
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止。
4.兑换码需一次性使用，不找
零，
逾期无效。

想了解
更多食品安
全科普知识，
请扫二维码，
关注
“食安厦
门”
微信公众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