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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七进
在行动

青海省依法治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办

门源检察院

开展“四进”活动 提高执法公信力
本报讯（记者 刘婷婷 通

讯员加羊、董维秀）日前，门源
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干警
前往东川镇的各村社、学校、
寺院开展法制宣讲。这是在
我省检察机关开展法律“四
进”活动以来，他们结合“三项
重点工作”和“平安创建工
作”，派驻干警进入企业、社
区、农牧区、学校开展法制宣
传活动的又一项举措。

活动中，检察干警向群众
和学生发放了检察人员“四进”
活动宣传手册，包括《涉农职务
犯罪典型案例》、《未成年人自

我保护与犯罪预防》、《反腐倡
廉漫画警句》等，并以调查问卷
的形式向群众了解对检察工作
的满意度。同时，宣传了检察
机关的职能作用、受案范围和
办案程序；党和国家关于反腐
败工作的方针政策；中央关于
加大查办重点领域职务犯罪工
作力度、保障社会稳定的决策
部署等。宣传中针对不同对
象，选择不同内容，充分调动广
大农牧民群众和学生学法、知
法、守法的自觉性。

据了解，开展送法下乡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

检察工作的知信度，保障了广
大农牧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
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使检
察机关执法活动更加“贴近群
众”、“方便群众”、“服务群
众”。与此同时也使检察人员
充分了解了社情民意，在工作
当中更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
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管
理创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
的职能作用，为推动门源县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保障
“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提
供了良好的司法服务和有力
的司法保障。

简讯 �近日，门源回族自治县司法局、县法律援助中心组织律师、公证员和法律援助志愿者，
联合24个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人员，在泉口镇中滩村举行了以“真情、公平、和谐”为主题的

法律援助乡村行大型宣传活动。此次宣传活动为期一个月，将投入资金23000元。（郭金桂 张毓泉）

西宁市检察院听民声 抓作风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 通讯员鲍延青）西宁

市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四进”活动，用心倾听群众
呼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取得了显著成效。

自今年开展检察机关“四进”活动以来，
西宁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和反渎职侵
权局的检察官们采取走进社区和农村与百
姓面对面的形式，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宣
传资料和问卷调查等方式，一方面向社区居
民及农村群众介绍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另

一方面通过大量的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让
群众在知法、懂法的同时更学会了用法律的
武器保护自身合法利益。

通过检察官“四进”活动的开展，密切了
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检察官执法
活动更贴近群众，拉近了检察机关与群众的
距离和感情，提升了检察机关的群众工作能
力，在促进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方面
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日，互助土族自治县工商局在热门行业及较大的超市
设立了12315维权服务站，并对所设立的8个服务站的负责
人及工作人员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全长荣）

金秋
月饼市场新“卖点”

又是一年中秋时。月饼市场又
开始红火起来。今年6月起，国家实
施了新版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诸多添加剂列入禁用范围，让
今年月饼由内而外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连日来，记者走访了省城西
宁市各大超市、商场发现，食品安全
新规的实施，使得今年的月饼无论
是从外观还是内在都在悄悄地发生
一些细微的改变。

水果月饼不再唱主角
凤梨月饼、草莓月饼、蓝莓月饼、

香蕉月饼……一向备受月饼厂家偏
爱，甚至在去年还是大热的水果馅
料，今年却遭遇冷落，少有人问津。

近日，记者在西宁市城西区华
联超市月饼专区观察发现，3排货架
上的月饼鲜见有水果馅月饼。相
反，传统口味的枣泥、蛋黄、莲蓉、伍
仁等口味月饼和各种五谷杂粮月饼
倒成了主角。

记者拿起一个印有“凤梨”字样的
月饼，发现包装背面的原料栏里并没
有写凤梨，而在食品配料一栏写的是
冬瓜蓉、水果香精、食用色素等，标明
冬瓜蓉含量大于45%。同样，写着草
莓字样的月饼，也是用冬瓜蓉做的馅。

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特征，新版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实施让
“水果月饼”的生产受到诸多约束和
强制性限制。6月20日起实施的新
版《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使包括
合成色素、漂白剂、增白剂等在内的
27类添加剂被限制使用。除了漂白
剂外，新标准对合成色素、防腐剂的
使用均有限制，要求水果月饼的多
种馅料均不得添加任何合成色素，
增加月饼甜味的糖蜜素的使用量也
一直受控制。另外，新标准也不再
允许通过水果馅中使用添加剂来达
到长期保鲜的做法。专家表示，综
合这些因素，各大月饼生产厂家自
然会减少生产水果口味的月饼。

为了适应新标准，在馅料选择
方面，很多月饼厂家纷纷进行调整，
而与健康、养生相关的月饼成了不
少商家的主打牌。8月24日，在各大
超市和A里、果树等西饼店，记者看
到了包括紫薯、黑芝麻、绿豆等在内
的各式馅料月饼。在A里大十字店

内，一位员工向记者介绍该店的新
款鲜花月饼时，总不忘提到自然、养
生等词汇。记者在王府井百货超市
也看到，稻香村专卖柜台前，传统的
自来红、自来白月饼销售得特别好，
销售人员表示，“稻香村的月饼多是
传统馅料，由白糖、果仁等食材加工
而成，虽然价格贵了点，但吃起来更
健康，也很受欢迎。”

“一口”月饼走俏
由于今年以来包括糖、面粉、食

用油、盐、肉类、果仁等原料价格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今年的月
饼尽管更为“朴素”，价格却一点也
未见降低，反倒出现了普涨的情况。

8月25日，王府井超市月饼专柜
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的月饼较之以
往相比，价格起码涨了一成。记者
看到，出售的散装月饼，一块月饼的
价格多在10元以上，礼盒装月饼价
格则在百元之上。

今年月饼的品种、规格较之以
往也更为丰富，不少轻量包装的月
饼出现在市场上。据了解，传统月
饼的规格多在125克一个。而今年
的月饼市场中，出现了不少“迷你
装”。记者看到，有几种品牌月饼推
出了简装月饼，每个都只有二三十
克。稻香村、子祺等品牌也推出了
50克独立包装的月饼。

原材料成本涨价，月饼品牌商
家在月饼口味上花费了更多的心
思。记者在华润万家超市看到，一
些外地的月饼厂家也推出了一些
“一口”月饼，散装的月饼全部有独
立包装，以斤为单位销售。“迷你”月
饼一般17个才一斤重，每只分量“瘦
身”到不足30克，包装简约。销售人
员表示，小一点的月饼更实惠，也更
适合于消费者拿来当做零食食用。

省外月饼受青睐
记者发现在今年的月饼市场

上，不可忽视的是来自香港和外国
食品连锁店的新派月饼。不但西饼
屋会推出月饼，外国的食品连锁店
品牌也来凑热闹，推出一些富有自
己特色的月饼。

这些“外来军团”出品的月饼每
盒价格普遍在200元至400元，价位

比本地传统月饼高。但价格没有挡
住年轻人购买的欲望，它们最大的
卖点在于五花八门的新鲜口味、零
食一样的分量和新潮的包装，年轻
和喜欢尝新的白领都相当青睐。

“外来军团”的领军品牌当属
“哈根达斯”的月饼，这类月饼只是形
似月饼，但外皮是巧克力，馅料是巧
克力、葡萄朗姆、曲奇香奶草莓、香
草、咖啡等口味冰激凌。位于胜利宾
馆的名豪西餐厅的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从去年引进哈根达斯的月饼后，
销售量逐年上升。消费者对冰淇淋
月饼感到好奇，所以前来购买。认为
哈根达斯的包装简洁但不乏精致，送
人也十分上档次。另外，传统月饼基
本上都是在馈赠中流通，到最后都因
过期而扔掉造成大量的浪费，但是冰
淇淋月饼需要冷冻保存且保质期长，
这样也减少了浪费。”

月饼不宜“囤”
临近中秋，礼尚往来之间，各家

的月饼可能就多了起来。记者发现
今年月饼的保质期短了不少，不再
“囤”月饼了。新版《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除了让月饼的外观不再光
鲜亮丽、内容不再多添加剂外，还让
月饼产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保质
期缩短。

以往月饼的保质期大多在90天
以内，然而今年月饼的保质期则很
少有那么长了。记者在市场上看
到，今年上市的月饼保质期多在60
天以内，以往90天甚至一年保质期
的月饼则非常少见了。

记者了解到，这是由于新版《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月饼中防腐
剂的使用量严格控制，因此才出现
了保质期大缩短的情况。

新规下月饼保质期缩短，对人们
的保存要求也有所提高。购买月饼
后应置于低温或凉爽的地方保存，不
少人喜欢将月饼带包装盒放入冰箱
的冷藏室，尽管保存时间会长一点，
但月饼毕竟是用面粉、油、糖和果仁
等配料精制，并经过焙烤的糕点。因
此放入冰箱还是会影响其口感。

在采访中，一位热心的销售人
员告诉记者，在选购月饼时一定要
注意看保质期。一般来说，不同品

种的月饼保质期不同，鲜肉月饼的
保质期只有1天，散装的月饼不低于
10天，盒装月饼不低于25天。软馅
月饼中含水分较多，只能保存7天到
10天左右，硬馅月饼可保存一个月
左右。因月饼中含脂肪较多，存放
时还应注意避光，以防油脂氧化。
存放时，不宜与其他食品、杂物放在
一起，以免串味，失去应有的口味和
特色。不过并非所有月饼都是离生
产日期越近就越好，像广式月饼等
品种，刚刚生产出来的偏硬，过了
“返油期”才会更好吃。

购买月饼要看包装辨质量
记者在采访中，省工商局的工

作人员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月饼
时要选择具有经营资格、信誉好的
的生产厂家和销售商。此外，应选
择一些规模比较大，且有一定信誉
的生产厂家和大型的超市、商场购
买月饼，对散装月饼需慎重选择，尽
可能不去批发市场或小店选购散装
月饼，尤其不应在路边摊点购买散
装月饼，贪图便宜。

消费者购买月饼时还要查看月
饼外包装的完整性。观察生产企业
全称、详细地址是否标注在包装显
著位置上；产品执行标准是否明确
标志；配料表、净含量等指标是否明
示；保质期、保存期及生产日期是否
完好；选择简洁、安全、环保的外包
装，透过外包装，观察月饼色泽、有
无霉变现象等。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月饼花样繁
多，有许多月饼还加入了巧克力、肉
干、冰淇淋等食品，甚至在做法上也
采取了油炸、烫煎、炭烧等方式，这给
喜爱新鲜的消费者提供了选择的余
地，但应注意的是，这类月饼往往是
借新工艺和新口味来变相高价销售，
同时保质时限缩短，保管条件异于普
通月饼，广大消费者应谨慎选购。

消费者应存留消费凭证。消费
者在购买月饼后，要索取发票等购
买凭证，并保存包装物，如果日后出
了问题，以便于维权。如果发现月
饼质量有问题，如发现长霉或变味
等，就可以凭发票维权。同时，可以
向工商局（所）、卫生监督所、质量技
术监督等部门投诉。

本报记者 张小娟 通讯员 任丽

民和拾棉大军出发了

9月3日晚8时，在甘肃省红古区
海石湾火车站广场上，人声鼎沸，灯
火闪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在这
里举行赴疆拾棉欢送仪式，身背行囊
的三千三百余名拾棉工在劳务经纪
人的带领下，兴奋地等待着首趟赴疆
拾棉专列的到来。

广场上，来自民和县22个乡镇
的拾棉工们互相讨论采摘经验，谈
论着去年的收入。来自甘沟乡盖子
滩村的村民马永林高兴地说：“我这
是第四个年头去新疆拾棉花了，去
年我拾棉花挣了五千多元，今年天
气干旱，小麦产量低得很，不挣个七
八千，我不回家。”站在他后面的嫂
子乐呵呵地说：“好者，好者，去年第
一次摘棉花，手脚不麻利，才挣了三
千多元，今年，我肯定比去年要好得
多。”跟这些人相比，站在他们旁边
队伍中的几位妇女却是满脸的兴奋
与困惑。从她们复杂的表情看得
出，她们肯定是第一次赴疆拾棉。
来自官亭镇河沿村的村民郭梅花胆
怯地说：“我从来没出过远门，去年
看到左邻右舍的姐妹们挣钱回来，
我羡慕她们，今天，就跟着他们来
了。”

21时45分，随着站务员的播音声
和火车的汽笛声，专列开过来了，大
家也都行动起来了，纷纷拿起行李，
准备进站登车。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就业局的工作人员一边组织拾棉
工有序进站检票上车，一边在喇叭中
高喊：拾棉工朋友们，把所有的行李
都背在一个肩上，排队进站检票。来
自官亭镇河沿村村民谢双花很快通
过检票口，第一个登上了赴疆拾棉专
列，很麻利地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把
行李放到了行李架上。她告诉记者：
“我已是第九个年头去新疆采摘棉花
了，2003年没有政府组织，自己去新
疆拾棉，两个月里，我拾了4吨，每公
斤0.4元，收入1600元，从2004年起，
政府每年给我们组织专列，还买了火
车票，今年一定得加油干活，多挣点
钱。采棉花虽然有点累，但在农闲时
间搞收入，不错。”

据了解，2011年，民和县全年向
新疆输送采棉工3.2万人，政府组织
专列3趟，输送采棉工约9600人，自
发组织输送1.64万人，实现采棉总收
入1.3亿元以上，第2专列、第3专列
分别于9月7日、9月12日从海石湾车
站发车。

11时55分，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
声，专列载着3300余名采棉工的美好
心愿，徐徐驶出车站......

望着远去的列车，记者默默祝
福，希望他们满载而归......

本报记者 鲍呈辉 通讯员 钟黎平 孟永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