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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苏0104民初7193号
李传友、李传芳、葛路兵：本院受

理原告江苏中隆汇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李传友、李传芳、葛路兵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
0104 民初 7193 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提
示、民事裁定书、保全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执行提示、民事裁定书、保全告
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2民初3990号

王磊：本院受理的原告袁静与被告
王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苏
0102民初39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6民初6182号

秦来敏：本院受理原告王学高与被
告邹李虎、秦来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苏 0106 民初 61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l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82民初347号

赵晓宇：本院受理李庆虎与赵晓宇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0382 民初
3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苏0106民初7531号

张继丽：本院受理原告谢芳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苏 0106民初 7531号民事判决书及
履行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82民初2481号

孙梦婕：本院受理原告尚培浩诉你
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立案案由：抚养
费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苏 0382民初 2481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起60日内到本院第四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邳州市人民法院
(2020)苏0322民初4515号

姚茶香：本院受理原告顾从法诉被
告姚茶香、沛县沛城街道办事处不当得
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0902民初1040号

蔡金春：本院受理原告陈秀玲与被
告蔡金春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0)苏 0902民初 104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新
兴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或直接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4民初11729号

钟小丹：本院受理原告江苏中隆汇
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钟小丹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及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复印件、
网络直播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
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本案定于答辩期限、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9：30在本院第一法庭(南京市秦淮区
俞家巷 2l 号—1)开庭 (遇节假日顺延)。
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1542号

常州华汇普睿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谈
葭、邱昊、何建明：本院受理的原告陈
立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412民初 154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5971号
孙康：本院受理原告金丽渊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苏 0412民初 597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5374号

薛荷珍：本院受理的原告蒋淑娟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苏 0412民初 5374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2715号

束玉海、扬州途安物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安富轿车驳运有限公
司诉被告王增光、束玉海、扬州途安物
流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涡阳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仪征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涡阳支公司、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仪征支公
司就(2020)苏 0412民初 2715号判决提出
上诉，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上诉状副
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交通巡回法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天，逾期将依法审理。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0322民初879号

黄仁勇、刘艺：本院受理原告林具
振与被告黄仁勇、刘艺、第三人刘晓玲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
(2020)苏 0322 民初 879 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林具振不服本判决，向徐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

沛县人民法院
(2020)苏1291民初1260号

胡启明：本院受理原告许年宏与被
告胡启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
1291民初12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2民初11468号

酉阳县亦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青岛五铢钱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及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监督卡。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2民初10866号

南京桃园眷春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眷飨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告南京桃园眷春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侵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锁金村

人民法庭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0)苏0102民初3703号

方俊、黄轶：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家
国与被告方俊、黄轶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0)苏 0102民初 370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20)苏0923民初3508号

赵阳：本院受理原告王红芬与被告
赵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0923 民初
350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阜宁县人民法院
(2020)苏1003民初5119号

高华顺：原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高华顺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 1003 民初
51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03民初5121号

朱金诚、朱世银：原告紫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金诚、朱世银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
送达(2020)苏 1003民初 512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03民初4085号

左文荣、关秀娣：原告紫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左文荣、关秀娣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
送达(2020)苏 1003民初 408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2020)苏0412民初8148号

孙爱民、武进区牛塘龙城泊舟汽车
美容店：本院受理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常
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2020)苏1002民初2831号

邓燕平：本院受理原告刘复刚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20)苏 1002 民初 283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扬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本报讯 （记者 施琛耀）
为贯彻落实好进口冷链食品新
冠病毒防控的决策部署，加强进
口冷链食品监管，结合疫情防控
要求，12月26日，省市场监管局
发布《关于启用江苏进口冷链食
品追溯系统的通告》，我省自
2020 年 12 月 30 日起将启用“江
苏省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以
实现对进口冷藏冷冻禽类、畜
类、水产品的追溯管理。

《通告》指出，我省各进口
冷链食品进口商、生产经营企

业、批发市场、商场超市、生鲜电
商和餐饮企业等相关单位（以下
简称“进口冷链 食品生产经营
者”）均应在“江苏冷链”完成主
体用户注册，并在追溯系统启用
之日起，使用“江苏冷链”如实填
写进口冷藏冷冻禽类、畜类、水
产品来源及流向等追溯数据。

“江苏冷链”提供多种登录方式，
可直接使用电脑访问网页地址

（ 网 址 为 https://jsll.jszwfw.
gov.cn/pc/），也可通过微信或支
付宝搜索“江苏冷链”小程序进

行手机端操作。进口冷链食品生
产经营者进行用户注册时可下
载用户操作手册、教学视频。“江
苏冷链”为本省食品生产经营者
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服务热线：
400—156—2660。

据悉，“江苏冷链”实行首
站赋码制，经口岸或者其他省
份进入我省的进口冷链食品，
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者需通
过 “ 江 苏 冷 链 ” 进 行 首 站 赋
码，采集包含上一级进口商名
称 、 原 产 国 、 批 次 、 检 验 检

疫、核酸检测结果及消毒证明
等主要信息，由系统按规则生
成“物品+主体”的电子追溯
码和出入库凭证，通过电子追
溯码和出入库凭证，实现进口
冷链食品在生产经营者之间的
流转。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
者应按照“江苏冷链”管理要
求，确保上传数据真实有效、
完 整 准 确 。 对 没 有 检 验 检 疫
单、核酸检测报告、消毒证明
和“江苏冷链”追溯电子信息
的进口冷藏冷冻食品，进口冷

链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做到不采
购、不销售、不使用。

《通知》 同时强调，进口冷
链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面向消费
者进行销售时，销售区域需相对
独立并在醒目位置加贴与所售
食品对应的“江苏冷链”电子追
溯码。消费者可通过微信、支付
宝扫码查询产品追溯信息。《通
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督
促指导进口冷链食品经营者规
范使用“江苏冷链”，对违法违规
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江苏进口冷链食品将实现“追根溯源”

本报讯（通讯员 高亚鲁
李晓飞） 12月23日，张女士
在提交企业登记申请材料约
2 小时后，便领取了南京翼瑶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企业印章、税控设备和税票，
同时完成了银行开户预约、企
业社保登记，企业缴纳公积金
登记。张女士激动地表示，现
在开办企业实在是太方便了，
连印章刻制都免费了。

据了解，从2020年12月7
日始，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
办印章刻制告知系统顺利上
线，企业开办印章刻制备案无
需提交任何材料，无需花费任
何费用即可完成，当场可以免
费领取四枚企业印章（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和法

定代表人印章）。企业开办办
理时限短，让办事群众获得感
满满，一套印章虽然钱数不
多，但这份贴心温暖了寒冬。
目前在市政务中心开办企业
已实现“零成本”。

企业开办既要简材料、
减环节、缩时限，又要降成
本。推行企业开办“零成本”、
企业开办印章刻制备案“零
材料”工作是南京市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
新探索、新举措，这项惠企举
措让开办企业省时省钱、省
力省心，最大程度给企业带
来便利。截至 12 月 23 日市局
已有 136 家企业享受免费印
章刻制服务，其中 38 家企业
印章刻制“零材料”。

本报讯（通讯员 柏玮娜）
自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开展以
来，扬州市市场监管系统累
计出动行政执法人员 2.8 万余
人次，检查各类企业及经营户
1.5万家，立案查处侵权假冒案
件1590件。

加强互联网领域侵权假
冒行为治理。坚持“线上线下
一体化监管”，深入开展“网剑
2020”专项行动，坚决打击网
络侵权假冒等行为。全市共查
处网络违法案件60余件，罚没
款224万余元。

强化农村和城乡结合部
市场监管执法。先后开展“护
渔打非”、农资打假、畜禽屠宰

“扫雷”等专项行动，整顿农资
和水产品市场。共组织检查渔
政、农机、农药、农产品等 2574

批次，办理案件 58 起，其中 1
起已移送司法机关。

加大整治虚假违法广告
行为。对主要媒体、大型网站、
主要户外广告发布单位进行
广告发布审查工作指导。全市
共查处虚假违法广告案件 103
件，罚没款共计 227.43 万元，
下达责令停止发布通知书 30
余份。

依法查处侵犯知识产权
行为。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执法

“铁拳”行动，严厉查处群体性
专利侵权、假冒专利、专利诈
骗等行为。全市依法查处各类
知识产权案件 605 件，其中涉
及刑事案件54件，主要涉及酒
类、首饰、服装鞋帽等领域的
商标类犯罪，及时有效地打击
了侵权犯罪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 苏思健）
为助力苏州夜经济发展，深
化放心消费环境建设，结合

“双 12 苏州购物节”，近日苏
州市市场监管局、苏州市消
保委授予苏州龙湖星湖天街

“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全市
第六万家承诺商家”牌匾。

自今年 5 月 1 日起，苏州
市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服务
在全市全域推广，以重点商
圈、大型商户、生产企业、旅游
行业、轨道交通等为重点领域
和范围，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
承诺签约商户于10月底提前
突破5万户年度工作目标，12
月11日又成功突破6万家，诚
信经营、放心消费的良好生态
圈正在形成，其积极效应也在
向全省乃至全国辐射。

目前，苏州线下购物无
理 由 退 货 承 诺 商 户 已 达
60011 家，全市累计设立无理

由退货商圈102个，管理服务
站 132 个，寄存点 115 个，全
市共受理退货服务共 20458
起 ，涉 及 金 额 达 1389.30 万
元。

为持续提升服务品质，
不断优化消费者体验感，“苏
州智慧315无理由退货”小程
序在支付宝正式上线，并上
架市民中心板块，消费者可
通过小程序申请退货。

接下来，苏州线下购物
无理由退货服务将继续丰富

“诚信苏州·消费天堂”品牌
内涵，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提
振消费信心。苏州市市场监
管局、苏州市消保委将继续
提升管理服务站和寄存点的
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强化
商户社会责任意识，满足消
费体验升级需求，力求构建
领域更宽、服务更优、成效更
高的无理由退货服务机制。

本报讯（通讯员 张雷）
为保障地铁电梯运行，徐州市
市场监管局近来全面协调保障
地铁电梯检验、注册登记、人
员培训等事宜，保障了设备安
装质量和设备安全运行。

成立领导小组，靠前工作。
徐州地铁 1 号、2 号线共计 395
台电梯，每台需进行60多项检
验任务。为保障各项工作顺利
进行，徐州市场监管局成立

“地铁项目电梯安全保障组”，
抽调20名检验骨干靠前工作，
主动作为，从设备安装告知、
资料审核、安装过程检验、报
告出具，实施专人负责，倒排
工期，提前部署，保障了各项
工作序时进度。

召开联席会，建立信息互
通机制。监察机构、检验机构、
轨道交通集团、电梯安装单位
就电梯安装检测等问题适时召

开联席会议，建立信息通报机
制，互通工程进度和需协调的
事项，确保及时解决工程难题。

开展安全培训，保障设备
安全。为保障电梯长期运营安
全，召集电梯安装维保、项目
建设、轨道公司等单位的相关
人员共计50余人，进行有关法
律法规和安全管理知识培训，
为保障设备安全运行打下了
良好基础。

主动作为，协助企业办理
使用登记。为保障地铁在投入
使用前各项手续均能办理完
善，工作人员提前与施工单位
沟通，告知电梯办理使用登记
事项和所需资料，提前完善登
记台账。考虑注册人员较少的
问题，及时与市行政审批部门
沟通，协助企业办理登记注册
手续，确保了设备投入使用前
全部登记完毕。

本报讯（通讯员 金伟波）
12 月 22 日，2020 年度初、中
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
绩正式公布，本次考试知识产
权专业纳入经济师职称序列
后的首次考试。我省共有 2509
人报名参加知识产权师职称
考试，1812人参考，403人通过
考试，通过率高达22.24%。

为充分调动我省考生积
极性，引导知识产权工作者参
加知识产权师职称考试，省知
识产权局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知识产权师考前培训。培训班
以知识产权师考试大纲为蓝
本，主要讲授知识产权实务，

共举办 13 期知识产权师考前
培训班，覆盖全省 13 个设区
市，培训参考人员1400余人。

据了解，知识产权师职称
考试由人社部考试中心举办，
每年举行 1 次，分为初、中、稿
三个级别，采用电子化考试方
式。其中初、中级职称考试设

《经济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和实务》两个科目，题型均为客
观题。高级职称考试设《高级经
济实务》一个科目，题型为主、
客观题结合。2021年，省知识产
权局将继续在全省开展知识产
权师培训工作，推动我省知识
产权师队伍加快壮大。

根据我省最新的“限塑令”规定，到
2020 年底，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
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
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
降解塑料袋。

12 月 24 日上午，南京市雨花台市
场监管局检查人员来到辖区商业体进
行摸排。在超级物种超市，检查人员发
现超市已经部分使用了可降解塑料袋，
但是仍有一些食品保鲜袋还没有进行
更换。超市负责人表示，禁塑令开始前
会全面进行整改。接着检查人员又来到
两家餐饮商铺进行检查，发现对于吸管
等小件塑料制品容易被遗漏，对此执法
人员做出了相应提醒。

本报讯（通讯员 方方）
记者日前从省市场监管局获
悉，该局新近组织南京、徐州、
苏州、连云港、扬州等地市场
监管部门发出全省首批食品
经营许可电子证书共17张。

据悉，食品经营许可电
子证书具有电子签名认证和
防篡改功能，与纸质证书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公众可以
通过省市场监管局政务网站
查询许可相关信息，验证电
子证书真伪，还可通过扫描

电子证书的二维码查看和核
对相关信息。

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已将
2020年以来发证的15万余张
食品经营许可证制作成电子
证书。全省有78个县级辖区
内通过网上申请办理食品经
营许可的经营者，可以通过
登录江苏食品经营许可管理
系 统 下 载 打 印 电 子 许 可 证
书，也可以登录省政务服务
APP 亮证服务查询电子许可
证书信息。

强化监管落实“限塑令”
□本报通讯员 李纯纯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姚金辉）
为形成缺陷产品召回管理的
快速反应机制，最大限度减
少缺陷产品流通时间，守护群
众消费安全，启东市市场监管
局三举措加强前瞻部署，增强

“高质量”消费品供给，满足消
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

设立“前哨”缺陷信息监
测点。在学校、医院、大型商
超、社区等地设立 12 个缺陷
信息监测点，与上级缺陷产品
管理中心形成常态联系机制，
增强缺陷产品信息监测工作
的即时性、便利性、高效性。

开展“硬核”管理知识培
训会。组织28家企业参加省、

市消费品召回培训会，增强
企业对相关法律、消费品常
见缺陷、召回流程等相关知
识了解，帮助其牢固树立“质
量强企”意识，增强源头端控
制缺陷产品输出的主动性。

打造“洼地”齐抓共守大
格局。结合“质量月”、消费品质
量安全“三进”教育宣传活动
等，对《江苏省缺陷消费品召回
管理办法》进行详细解读，提升
消费者对缺陷产品召回的认
知。鼓励群众主动参与、收集、
提供产品缺陷信息，形成流通
端监管合力。今年共对126件
因存在小配件增塑剂超标问
题产品进行召回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朱品昌
华晟）“小作坊不再是小打小
闹，也能有‘大出息’！”近
日，2020年度江苏省无锡市市
级名特优食品小作坊 （锡食名
坊） 评审活动结果揭晓：赞匠
和张慎裕食品坊、恒和食品、
曹小敏糕团店等10家小作坊被
评为首届“锡食名坊”。

让大众印象里“低小散”的
食品小作坊走向“精特美”，让
传统工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
力，今年无锡市市场监管局联
合多部门启动了此项评审活
动，吸引了39家作坊报名。作坊
产品类型覆盖了糕点、肉制品、
粮食加工品、茶叶等，通过对产
品抽检、综合评审，同时网络
投票渠道一并开通，选拔出了

10名“优等生”。
此次入选的10家小作坊既

具备较“优”的食品安全保障
水平，也具有一定的群众美誉
度的“名”，以及文化传承度
的 “ 特 ”， 特 别 是 不 少 “ 草
根”小作坊，有着较深厚的群
众 基 础 。 如 “ 凌 阿 姨 粢 饭
团”，因其良好的品质和稳定
的口感早已深入人心，目前凌
阿姨美食店走上品牌连锁之
路，所有门店销售的产品由小
作坊统一制作、配送，保持着
良好的品质和稳定的口感。

既 要 维 持 美 食 的 原 汁 原
味，又要有规范的新面貌。“老
味道”如何适应现代食品安全
管理？入选的3家市级非遗小作
坊作出了示范。锡山如饴麦芽

糖工作坊的麦芽糖严格遵守
炒、掼、包芯等传统工序，同时
按照现代食品安全生产管理要
求进行更新生产设备，让慕名
前来的顾客放心品尝。

食 品 小 作 坊 成 为 “ 名 特
优”后，将享受哪些利好？无
锡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监督
处负责人介绍，各部门将优先
提供其参加各类展会展销、消
费推荐机会，并鼓励、支持其
所采用的技艺申报非物质文化
遗产，帮扶优化发展环境，以
此促进更多小作坊提档升级、
规模化发展。目前，无锡市已
登记食品加工小作坊 819 家，
计划三年内每年组织一次评
审，最多累计评选出50家“锡
食名坊”。

我省发出首批食品经营许可电子证书

南 京 企 业 开 办 “ 零 成 本 ”

苏州无理由退货商户突破6万家

启东下好缺陷产品召回“先手棋”

“老味道”焕发新活力

无锡评出10家“锡食名坊”

扬州打击侵权假冒成效凸显

徐州四举措保障地铁电梯安全

知产师职称考试江苏考生成绩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