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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金坛人文品牌

彰显文旅融合的全新形象

金坛华罗庚艺术团积极当好
红色文艺轻骑兵，创排 《少年华
罗庚》《田梦儿》《留守小孩》等9
部现实主义题材原创儿童剧，获
得 30 多个国家级、省级重要奖
项，每年组织300多场演出走进
校园，把文艺志愿服务做到了群
众“心坎上”，被誉为江苏的“乌
兰牧骑”。金坛刻纸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发挥金坛地处世界文化遗
产——大运河文化带、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资源众多的优势，引
领大运河沿线八省 （市） 剪纸艺
术家，创作完成了百米史诗级剪
纸长卷《大运河》，推动了金坛刻
纸传承发展和运河文化研究。
2019 金坛茅山山地半程马拉松
赛、2019常州乡村过大年暨金

坛 民 俗 文 化 旅 游 节 、
2019 常州乡村旅游

节暨春到茅山赏
花季、金坛区
第九届文化艺
术节、金坛
区第七届全
民运动会、
2019 金 坛
乡 村 采 摘
节、2019金
坛乡村美食
大 赛 等 多 项

文体旅游品牌

活动相继隆重推出，持续推动文
体和旅游相互支撑、优势互补，
开创了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
体育发展质量持续提升、优质文
旅产品持续涌现的新局面。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构建文旅融合的崭新格局

主动融入“长三角协同建设
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预热“乘
着高铁游金坛”“按图索骥游金
坛”等旅游新概念，加快金坛文
旅走出去广泛交流和引进
来深度体验的步伐。
本着“协同开发、
合作共赢”的原
则，加快编制
完成 《茅山
区域旅游一
体化发展规
划 》 和
《长荡湖区
域旅游一
体化发展
规划》，推
进茅山旅游
度假区创建
国 家 级 旅 游
度假区，推进
茅山闲养小镇创
建江苏省旅游风情
小镇。结合乡村振兴战
略及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东
方盐湖城青青源境、东方盐湖城
道天下景区坎温泉项目、茅山宝 盛园、茅山童瑶岭等重点旅游项

目建设。依托全国“最有诗意的
路”（乐道金坛之绿野仙踪），整
合区域资源，打造“茶香道韵”

“红色传承”“人文园艺”“山水风
情”四大特色主题片区，开发农旅
融合新业态产品，进一步提升金坛
文旅竞争力。

提升文体惠民水平

淬炼服务大局的时代担当

着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持
续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建设，确保到2019年底实现行政
村全覆盖。以奖代建室内健身室
和村 （社区） 全民健身场地，围
绕茅山、钱资湖、长荡湖等旅游
热点地区加快健身步道建设。组

织低保人群、市级以上劳动模范
约4000人次免费游览国家4A级
景区花谷奇缘、常州市美丽乡村
示范点仙姑村和金坛城市形象
馆。扎实推进预算投入 681万元
的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争取
列入2020年度全区政府性投资项
目实施计划清单和为民办实事工
程。推进旅游厕所革命，全年新
建旅游厕所8座。组织实施“送
戏、送电影、送图书、送体育、
送展览”和“金沙大舞台”广场
文艺演出等常规性文体惠民活
动；深入开展“体育四季联赛”
和“文体惠民城乡行”各项体育
赛事和文体展示活动，全力打造
四季联动、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

活动品牌；突出“春花，夏果，
秋蟹，冬俗”四季节庆活动亮
点，打响春赏花、夏采摘、秋美
食、冬过年“金坛四季乡村旅
游”节庆品牌，主动服务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积极推动公共
文体设施拓展旅游服务功能，依
托旅游公共设施组织开展文体惠
民服务。

即将过去的2019年，对于金
坛文旅人而言，已因创新实干而
留下深刻印记，金坛文旅人将进
一步鼓足干劲，以爬坡过坎的勇
气、滚石上山的担当，肩负使
命，为实现金坛在苏南板块快速
崛起积极贡献文旅力量。

常州市金坛区文旅局

让文旅融合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旅游因文化瑰丽

多姿，文化因旅游交

融荟萃。常州市金坛

区是全国文化先进单

位、江苏省群众体育

先进单位、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她风光

旖旎，人文荟萃，文

化和旅游资源交融互

通。乘着机构改革的

东风，金坛蹄疾步稳

推进文旅高质量融合

发展，正奋力将“诗

和远方”的美好

愿景转化为

金坛大地

的 现 实

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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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快检”组合运转，
多体系精准抽检零时差

食品快速检测工作是食品安全问
题的第一道防火墙，自食品安全城市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南京市浦口区市
场监管局先行先试，把食品快检室建
设作为刚性任务重点抓，统筹发挥5
个街道快检室、8家农贸市场快检室
及流动食品快检车的“筛网”作用，检
测对象涵盖瓜果蔬菜、水产肉品各类
食品，检测触角延伸到田间地头、饭
店、学校、工地、单位食堂等诸多业态，

同时将网购平台销售的食物和外卖等
线上食品纳入检测范围。

食品快检时效快、覆盖面广，对食
品安全问题能起到定性筛查、风险预
警作用，是该局进行食品安全工作的
有效方式，但快检并不能直接作为执
法依据，导致检测结果的影响力有
限。为此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管局在
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通过招投标方
式选出3家专业检测机构，促进快检
与“法检”有效衔接、实时联动，强化执
法。据了解，浦口区本年度按照5.5/
千人批次的目标实施2000批次法检

任务（2020年将扩大至2200批次），
强化问题导向，提高抽检针对性，并预
留150机动批次，处置突发问题。

通过“法检+快检”的组合运转，
浦口区建立了体系更为全面的抽检机
制，实现了快速检测与监督抽检的有
序衔接，为构建有力、有效、有果的食
品安全检测体系提供保障。

“技防+人防”合力监管，
快速响应构筑严密食安网

技术支撑、数据分析、同步执法，
“135X”工程的另一个亮眼之处在于，

通过“技术手段+监管人员”的紧密结
合，助推两个100%，即食品安全监管
责任100%落实，食品安全检验检测
100%覆盖，努力构筑一个食品安全
隐患“筛查—发现—解决—预警”的长
效闭环监管机制。

靶向筛查，快速响应。据统计，今
年1月到10月，浦口区共完成法检
1892批次，不合格24批次；快检12.4
万批次，不合格286批次；快检车在全
区巡检62次，检测1113批次。检验
检测一旦发现问题，执法人员迅速跟
进执法，法检不合格直接立案查处；快

检不合格，则首先责令商家对问题食
品进行下架处理，然后全面追踪溯源，
控制问题食品危害范围，并约谈调查
供应商，从源头最大程度降低食品安
全隐患风险。

数据分析，长效预警。在南京市
浦口区市场监管局江浦分局的一楼大
厅，实时更新快检信息的智慧监管云
平台是“135X”检测体系框架的核
心。根据平台大数据，执法人员综合
数据分析、社会热点、监管需求、投诉
举报等进行长效预警，并针对性实施
专项整治，同时与街道、教育、城管、卫
健委、农业等食品安全成员单位形成
协调联动机制，组织开展联合执法。

充分利用技术优势赋能食品安
全工作，浦口区市场监管局探索了一
套更加全面科学的食品安全监管机
制，通过“技防+人防”的合力监管，
以及两个100%的强力落实，织就了
一张严密、严格、严谨的食品安全监
管网络。

“科教+宣传”营造氛围，
“食安浦口”成全民活动

在食品安全领域，南京市浦口区
市场监管局始终坚持“宣传也是监管”

“行动是最好的宣传”的工作理念，将
食安监管与科普宣传深度融合，营造
了良好的食安氛围。触达各地的食品
快检车随时传达着政府护航食品安全
的决心和坚持；定期开展的“你点我
检”“你送我检”等惠民活动，努力保障

居民日常饮食安全，进一步守护“菜篮
子”；独具特色的“快检室开放日”活动
零距离展示食品快检的工作流程；喜
闻乐见的“食安大讲堂”“食品安全知
识进校园、进社区、进广场”等科普活
动，不断提升居民对食品安全的知晓
率和满意度。

本着食安成果与人民共享的理
念，该局正计划在江浦街道建设集宣
传教育、市民服务、信息发布、投诉举
报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教宣
传展示中心，定期向不同群体市民、
企事业单位开设科普课堂、专业培
训、参观体验等活动，深入推进食品
安全科普教育，展示“食安浦口”成
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满足感。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最基本需要，是政
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追求。在
2017年被授予全省首批“省级食品
安全示范区”荣誉称号后，近年来，浦
口区食品安全保障水平逐步提升，食
品安全整体形势稳定向好，在扎实的
食品安全环境基础上，南京市浦口区
市场监管局持续创新监管方式，首推

“135X”食品安全智慧检测全覆盖平
台成效显著，积极构筑了一个监管部
门履职尽责、经营主体责任自律、辖
区民众人人参与的食品安全全民共
治共建共享新格局。

钟 静 张晓静

多体系 多方位 多层次

南京浦口“135X”智慧检测工程为食品安全注入新动能
1个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信息云平台，串联全区各快检点，分

析管理检测大数据；3家检测机构，科学实施食品监督抽检（法
检）工作；5个街道快检室，承担属地各环节食品快检任务，迅速
发现问题；若干个市场快检室，强化人员密集区域的定点快检，1
台快检车机动巡检,触角延伸至最后一公里……南京浦口

“135X”食品安全智慧检测全覆盖平台就此搭建。
为实现食品安全“全环节、全天候、全品种、全覆盖”的检验

监测，有效把控风险，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
管局创造性建设食品安全“135X”智慧检测工程，充分利用大数
据赋能市场监管，形成了一个职责分工明确、监管重点突出、流
程地域覆盖的智能化监管模式，持续擦亮“食安浦口”品牌形象。

童眼看快检食品安全抽检 食安大课堂 你送我检

食品快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