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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未发现甲醛白菜翻新土豆
市工商局检测新发地等多个市场的白菜土豆；北京将在全市食品经营者中推广建电子台账
新京报讯 （记者廖爱
玲 实习生葛南南）针对外地
市 场 出 现 的“ 甲 醛 白 菜 ”、
“翻新土豆”，北京市工商局
昨天明确表示，北京市场也
对白菜和土豆展开了大范
围 抽 检 ，没 有 发 现 上 述 问
题。同时对于销售的食品，
北京将在全市大型食品经
营者中逐步推行使用电子
台账管理，便于问题食品的
追溯。

没发现“甲醛白菜”
前段时间，山东市场先
后爆出有商贩把老土豆用焦
亚硫酸钠浸泡成
“翻新土豆”
，
把禁用在食品上的甲醛作为
保鲜剂，喷在白菜上以保鲜，
市民也关注这样的问题蔬菜
是否流入了北京市场。
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昨
天介绍，在监测到这些信息

后，北京对新发地、回龙观以
及部分社区菜市场 60 多个
白菜、土豆的样本进行检测，
没有发现二氧化硫和甲醛超
标等食品安全问题，市民可
以放心食用。

食品电子台账纳
入折子工程
北京有 10 多万食品经营
户，市场食品八成多都靠外

埠供应。以往食品经营者销
售食品时，多是用纸质台账
来简单记录进货情况，食品
的检测报告、保质期、供货方
等内容记录不全或不规范，
出现问题难以查找到源头。
市工商局副局长张风平
表示，将在全市食品经营者
中逐步推行电子台账管理系
统，
“从技术手段上实现食品
经营者所售食品的可追溯”，
这项工作已纳入了今年市政

府的折子工程任务中，目前
全 市 已 有 2600 户 经 营 者 试
行，今年年底前要实现北京
重点食品批发零售经营者的
电子台账全覆盖，24 家大型
批发市场以及高风险食品都
要纳入电子台账管理系统。

下架食品可自动
识别警示
据介绍，这套电子台账

管理软件系统免费提供给经
营者，打开电脑，要能很方便
快捷地查询到所销售食品的
基本信息。
电子台账系统与互联网
连接并做相关设定，
每周公布
的下架食品信息，
系统能够自
动识别，
这些食品将显示成红
色予以警示。而对于临近保
质期但还有一定库存的食
品，系统也会在快到期的时
候自动提示。

情感纠纷
一男子
刺死前妻
事发丰台区
丰体时代小区，事
发 20 分钟后嫌疑
人被控制
新京报讯 （记者卢
美慧 刘珍妮 实习生萧
辉）昨日下午 2 时许，丰台
区丰体时代小区四季风尚
美发店，一男子持刀闯入
店内，将该店老板娘当场
刺死，
并造成老板重伤。
经抢救，店老板已脱
离生命危险。丰台警方证
实，
嫌疑人系老板娘前夫。

行凶后乘公交逃走

看到孩子要减速

昨日，上地实验小学，一学生家长戴着特殊的眼镜体验喝酒后平衡感变差的感觉。当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在该处举行“看到孩子，我减速；做有社会责任感的驾驶员”儿童安全
步行主题日活动。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魏铭言 摄影报道

政府将抽样检测保障房质量
未进行分户验收或分户验收不达标，建设单位不得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新京报讯 （记者马力）
保障房除了工程验收、分户
验收、第三方检测外，还将实
行监督抽样检测制度，住建
部门将委托检测单位，对保
障房质量进行随机监督抽
测。昨天，市住建委下发通
知，要求进一步加强保障房
工程质量管理。

政府掏钱抽检保
障房质量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北京将严把保障房工程
竣工验收关。保障房建设单
位要全面落实住宅工程分户

验收制度，
未进行分户验收或
分户验收不达标的，
建设单位
不得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同时，北京保障房还将
实行工程实体质量的第三方
检测。在混凝土工程验收前，
由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检
测机构对工程结构实体进行
抽样抽测。在施工过程中，
还
要对卫生间进行带水检验，
减
少交付后出现渗漏问题。
除了建设单位自身的验
收和把关，北京还将实行政
府进行的监督抽样检测制
度。由住建部门委托有资质
的检测单位，对保障房工程
主体结构实体质量、节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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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质量以及重要建筑材料进
行随机监督抽测，对检测不
合格的项目，将责令建设单
位会同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按国家规范要求进行处理。

入住后开发商需
设保修队
此前，北京实行了“业主
验房”的工地开放日。此次
市住建委要求，开放日中，建
设单位要重点介绍工程建设
管理情况，对业主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要及时给予答复。
在出售保障房时，建设
单位应组织施工单位成立专

门的工程质量保修机构，做
好工程质量保修。这意味
着，在保障房入住后，开发商
也要组织一支保修队伍，负
责质量保修。这位负责人表
示，自工程交付使用之日起，
建设单位就要公示保修处理
程序。保修部门要做到住户
反映问题当日受理，并及时
组织维修，对于需要一定期
限处理的质量问题，应制定
维修计划，明确告知住户维
修期限并做好解释工作。

公租房试点标准化建造
此外，昨天下发的通知

称，北京还将建立保障房标
准化制度，并率先在公租房
中试点推行。
市住建委一名负责人表
示，
“近期，
公租房的设计指南
和标准设计图集向社会征求了
意见，
共有 9 大类 30 种的设计
图。今后还将出台指南性文
件，
对公租房的选址、
规划、
建
设、配套、运营管理等各方面
给予指导。公租房建设的全
过程都将实现标准化。”这位
负责人表示，今后，政府投资
建设的公租房项目将严格按
照图集中的户型来选用建设，
其他社会投资建设的公租房
也鼓励按照图集来优先选用。

昨日下午 6 时，事发
美发店门口，一大摊血迹
清晰可见。附近烟酒店的
王先生称，下午 2 时 20 分
许，听外面有喊叫声，他冲
出来时，发现老板坐在门
口，用手扶着受伤的脖子，
背上有10多厘米长的口子。
王先生回忆，老板娘
躺在血泊中，女儿就在旁
边，浑身是血，哇哇直哭。
店内的伙计拿毛巾给她止
血，但毛巾很快就被血浸
透了。她虚弱地说了一句
“带孩子离开”，之后就再
未说话。之后，老板娘女
儿被一名女子接走。
王先生称，行凶者事
发后跳上路边的 323 路公
交车逃走。
据警方介绍，事发不
久急救人员赶到，此时老
板娘已经死亡，急救人员
将老板带走急救。

行凶者系老板娘前夫
邻居们称，美发店老
板娘谭某是湖北人，该店
刚开了半年多，
“两口子
人都挺好的。”
案发 20 分钟后，丰台
警方将嫌疑人控制。经
初步审查，嫌疑人聂某为
湖北省来京务工人员，
2009 年与谭某离婚，行凶
是因为情感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