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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卫士”守卫“舌尖上的安全”
一年抽检、监测样本量超过 8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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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剂、 三聚氰胺、 瘦肉精
……提到这些名词， 市民常常心
怵。 在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食品化学品质量检验所的

实验室里， 有这样一支敬业 、精
益、专注、创新的“质量安全卫士”
队伍， 一线的食品安全检验员们
通过检测分析，来保障食品安全，
守卫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把实验室当成“第二个家”

“平均下来，一份食品样品的
检测报告有 10 个左右的数据。 一
年 2 万份报告，代表有 20 万个数
据 ， 都需要在实验室里检测完
成。 ”上海市食品检测领域第一个
“上海工匠”周耀斌，也是我国三
聚氰胺检测标准第三法的主要起

草人。 在实验室里， 记者见到了
他。

看似平凡的岗位， 却是不平
凡的事业。 一年 2 万份食品检测
报告背后， 是一年 365 天全年无
休、 孜孜不倦的实验室检测与数
据分析。

彼时， 他正组织上海市质检
院食化所的一线检验员们， 进行
一场“食品中山梨酸的检测”现场
技能操作竞赛。 而在他的工作室
里， 有一个柜子存放着十数本厚
厚的笔记本， 记录了这些年来检
验检测中发现的问题、 和一系列
摸索出来的珍贵数据与素材。

上海市民日常所食用的食品

中， 有哪些指标是需要格外关注
的？ 周耀斌告诉记者， 有以下几
类：超范围使用添加剂。 曾经发现
过在白馒头中添加色素来冒充

“玉米馒头”，就属于超范围使用；
非法添加。 如奶粉中非法添加三
聚氰胺；还有农兽药残留，瓜果蔬
菜从施药到采摘安全期、 再到上
市销售的过程违规使用农药和养

殖户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相关

兽药等， 需要对农兽药残留进行
检测，以防超标现象。

为了把每一个检测数据做到

精准，他把实验室当成了“第二个
家”， 在实验室里日复一日地磨
砺。 由于每日起早贪黑地工作，家
反倒成了只是睡觉的地方。

职业生涯中， 印象最深刻的

是什么？ 在 2011 年“塑化剂”事件
时， 周耀斌就曾负责打通实验流
程以及改进标准中的欠缺部分 。
从接到任务开始， 实验室的灯光
就从未熄灭过。48 小时后的凌晨，
周耀斌的汇报数据出炉， 经过层
层上报审核后， 得到了相关主管
部门的认可。 但他并没有第一时
间听见这个好消息， 之前几乎不
眠不休的他直接坐在实验室的椅

子上睡着了。
每个行业都有一种灵魂 ，那

就是“工匠精神”。 这不仅要求从
业人员拥有不辞劳苦的奋斗精

神， 还要具备勇于开拓的创新精
神。 周耀斌创新工作室荣获“上海
市职工（技师）创新工作室”称号，
并得到“上海市首席技师”项目资
金支持。

建立专业人才梯队

怎么会进入这一行？ 周耀斌
其实是自学成才。 1988 年， 年仅

16 岁的周耀斌为了减轻父母压
力， 只有初中学历的他便毅然决
然地放弃继续求学深造， 去了一
家食品厂学习质检技艺， 就这样
误打误撞入了行。

短短半年时间， 他就从一名
学徒成长为了一名熟练工。 21 岁
时考出了食品检验中级工并被破

格提升为技术员。 24 岁时成为全
国青工技术比武上海赛区最年轻

的选手之一。
工作中的学习经历使他深刻

意识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 于是
自 1991 年起周耀斌走上了自学
成才的道路。 凭借坚定顽强的毅
力，硬是用四年半时间“啃 ”下了
本应 7 年才能完成的自考课程 。
在 40 岁时他又取得了本科文凭。
成为国内最顶尖的色谱专家是周

耀斌一直追逐的梦想。
自 2005 年起，周耀斌就开始

带徒弟了。 现在他的科研团队里
共有 16 人，其中大多为专业出身
的博士和硕士， 也有自大专研习

一步步走来的工程师。 中青年已
然成为技术骨干。

毕业于上海海洋大学的麦成

华，大专毕业后机缘巧合下，来到
了食化所工作。 白天跟着师傅周
耀斌学习检测技术和设备维护 ，
晚上利用业余时间加强学习理论

知识，在职期间获得了本科学位。
几年下来，他的动手能力、实验技
术、技能发展格外强。

“甜蜜素、苯甲酸等食品添加
剂， 还有大家常关心的婴配奶粉
中的脂肪酸含量。 这些都是我们
日常检测最常见的。 ”麦成华告诉
记者， 除了营养标签上的指标抽
检，他还学会了对检验设备的“修
修补补”。 “现在小故障师傅放手
让我修理，包括碰到实验室搬迁，
大型色谱仪、 质谱仪器都放心让
我来拆装， 也为单位省下了不少
资金。 ”

从事检测分析工作 11 年，麦
成华与同事们共同应对了 “三聚
氰胺”、“塑化剂”、“染色馒头”等

多个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参与奥
运会、世博会、世游赛等国内国际
重大活动的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虽然日复一日的检测看似枯

燥， 但是对食品安全把关至关重
要。 “单位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我
们也要通过磨砺不断学习提升 。
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 ”麦成华
说。

年抽检8万件食品样品

“实际上， 上海是从 2005 年
开始就在全市范围组织实施 ，有
规模、成体系、专业化的食品安全
抽检监测工作。 尽管这么多年来
食品安全的体制几经改革， 职能
也多次调整， 但食品安全抽检监
测工作一直没有断。 ”上海市市场
监管局科技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彭

少杰告诉记者， 包括周耀斌所在
上海市质检院食化所在内， 服务
于本市食品抽检监测的 20 多家
食品检验机构严格按照最严谨的

标准开展食品安全检验工作 ，不
放过任何问题食品。

“目前，上海市食品安全抽检
监测涉及的食品种类有 34 大类
284 个细类 ，包括粮 、油 、米 、面 、
蔬、果、肉、奶等，覆盖了居民日常
消费的几乎所有的食品品种。 从
抽检监测的项目来看， 覆盖了 10
大类 400 多个指标， 包括重金属
和元素，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食
品添加剂、生物毒素等，样品来源
于生产、流通、餐饮、网络等各个
环节。 ”彭少杰透露，周耀斌所在
的市食化所一年需出具 2 万份食
品检测报告。 一年 365 天，上海市
市场监管局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抽

检监测样本量超过 8 万件。
“孔雀石绿、 硝基呋喃等，这

些都是有类似抗生素的作用。 但
考虑到它对人体耐药性的影响以

及其他一些慢性危害， 我们国家
已明令禁止在水产品养殖和运输

过程当中使用。 又如食用油有时
会发现增塑剂超过国家规定的临

时限量。 ”彭少杰透露，2019 年反
映食品安全状况的抽检监测数据

仍在紧张地统计分析中， 而 2018
年， 上海总体的食品安全合格率
为 97.8%。 “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
发现上海食品安全状况总体上是

有序可控的， 且总的趋势还是向
好的方向发展。 ”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罗菁)
或许很多人都“合理”认为，作为
国际化程度如此之高的大城市，
上海就业人员的跳槽率肯定不

低，甚至“二跳”、“三跳”者也应
该比比皆是。 然而，根据中国社
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社会蓝皮
书 ：202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
与预测》中显示，上海居民拥有
稳定就业状况的比例达 90.23%，
在报告调查的 5 个特大城市中
排名第一。

调查显示，三分之一左右的
特大城市居民更换过 1 次工

作 ， 约四分之一的人更换过 2
次工作， 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
居民换过 3 次及以上工作。 但
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
等 5 个城市来看， 上海居民仅
换过 1 次工作的比例最高，达到
42.21%。

换句话说，逾 4 成的上海就
业者，只换了一次工作，就已经
“安分守己”。

而另一个数据也比较有趣：
从上班以来就一直在同一家工

作单位就业、没有跳槽经历的上
海市居民就业满意度为 149.3；
跳槽 1 次的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为 144.4； 跳槽 5 次以上的劳动
者就业满意度为 137.9。

跳槽越频繁，就业满意度越
低，这似乎又和不少人的传统想

法有所背离。
跳槽一时爽，一直跳槽就未

必了。 根据领英发布的统计称，
一个职场人平均 5 年迎来一次
大的晋升，从普通职员晋升为总
监的平均时间是 10 年。 这也意
味着，频繁辞职，你很难学到一
个行业的真本事，也并不等于职
位能得到提升。

对于不少刚进入职场的年

轻人来说，总觉得“没前 (钱 )途”
和“不开心”。 “不开心就走”已
逐渐成为新生代职场人的心理

特征。 但现实和职场的数据却
证实 ， 换工作， 或许一次就够
了。 熬得住、挺得住，用一段时
间扎根， 通过时间的累积才能
换来职业生涯的发展， 这才是
职场的真谛。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罗菁 )
记者日前从 “共享经典， 才聚黄
浦” 黄浦区各界人才迎新音乐会
上了解到， 今年黄浦区持续优化
人才公共服务效能， 以人才关心
的问题为导向， 创新 “否决审批
制”和“容缺受理制”。

根据要求， 经办部门不能对
申请人简单说“不”，而是提供“如
何办”、“怎么办”的服务。 需要否
决的事项，按 “否决审批”制度报
批。 同时，提供预审服务，对于预
审服务后的容缺材料实行先受

理， 由单位递交 “容缺受理告知
书”，并在受理通过后的 5 个工作
日内补充提交所缺材料至窗口。

不仅如此，为人才建立“急难
愁”绿色通道。 凡牵涉到子女入学
报名以及办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等人员，人才中心开辟绿色通道，
在满足受理条件的情况下优先为

其办理，更有针对性地解决 “急 、
难、愁”等个性化需求。

近年来， 黄浦区人才公寓政
策的推行缓解了一批优秀人才在

黄浦阶段性居住困难， 但对于注
册在黄浦,办公地在外区的企业依
然存在政策受惠问题。 为此，黄浦
区拟定了 《异地办公的重点企业
及机构人才公寓货币补贴试点方

案》，旨在作为对 《黄浦区人才公
寓实施办法 （试行 ）》文件的补充
和完善，“货币补贴试点方案 ”面
向贡献在黄浦、办公在外区，且符
合人才公寓租住条件， 未享受人
才公寓政策的人才， 以降低人才
的阶段性居住成本。

黄浦区还修订完善了领军人

才的选拔培养管理办法， 开展各
类人才交流活动，推进“区域—人
才”双向服务工作项目，受众人群
逾万人。

上海职场人“安分守己”
稳定就业状况比例达90%

黄浦区优化人才公共服务

提供“如何办”、“怎么办”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