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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心更坚 为民之情更真
胡文鹏

目前，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污染、质量指标不

符合标准等问题依然突出

对食品安全的抽样检验一直是食药监部门每年的重头戏。食

品抽检对食品生产企业和食品经营者起到的震慑作用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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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了有福了！！列车列车““吃货吃货””必备必备

1 月 16 日，有媒体报道天津市静海区
独流镇调味品造假窝点聚集，假冒劣质调
味品流向多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当天下午，国家食药监总局新闻发言
人表示，已责成天津市食药监管部门负责
人立即向天津市政府报告，并商请公安机
关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对违法犯罪线索立
案调查，将严肃查处制假售假违法犯罪行
为。目前，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安部已派
专员赶赴天津现场督查，制假售假的时
间、数量、销售流向也正在进一步追查。

截至当晚，天津联合执法队伍已查处
调料造假窝点 3 个，公安部门拘留涉案人
员 7 人。天津市副市长孙文魁表示，下一
步，将再组织 100 余人分 7 个小组对独流
镇 28 个村街逐户排查，加快核实有关情
况，对违法犯罪线索立案调查，第一时间
向社会公开调查核实情况和查处结果。

与此同时，国家食药监总局要求，各
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督促食品经营者严
格落实有关规定，确保购进的食品来源渠
道正规、质量安全，严防假冒伪劣食品流
入市场。

据北京市食药监局局长丛骆骆透露，
同时，为防控北京市场调味品可能存在的

风险，北京市食药监局在已部署春节期
间全面抽检市场、商超、餐饮企业调味品
的基础上，对重点调味品加大了抽检频
次。样本来源包括大型食品批发市场和
小超市、小食杂店、小餐馆，品牌覆盖海
天、太太乐、王守义等知名品牌。目前，
已抽取了 200 个样品用作检测，抽验结
果将于春节前统一公布。

事实上，对食品安全的抽样检验一
直是食药监部门每年的重头戏。在前不
久刚刚召开的 2016 年食品安全抽检情
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
长郭文奇介绍说，2016 年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抽检了 25.7 万
批 次 食 品 样 品 ， 总 体 抽 检 合 格 率 为
96.8%。特别是从 2014 年至 2016 年的抽
检情况看，调味品、饮料、水果制品、
蛋制品、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
豆制品、保健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等 9 类的
抽检合格率逐年升高。

从 2016 年抽检的不合格产品来看，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污
染、质量指标不符合标准等问题依然突
出。针对抽检发现的问题，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已组织各地食药监部门对不合格食
品 及 其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及 时 采 取 处 置 措

施。据统计，2016 年共处置生产经营单
位 9264件次，罚没总额达 1.2亿元。

“食品抽检对食品生产企业和食品
经营者起到的震慑作用不可估量。”郭文
奇介绍说，目前，各级食药监部门对食品
抽样检验工作安排除了计划性抽检、节
令性应急性专项抽检以及对网络食品安
全采取的“神秘买家”抽检制度，基本实
现了食品种类、获证企业、检验项目、经
营业态、行政区域的五个全覆盖。

近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了 2017
年度重点抽检的 680 家粮食加工制品等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名单。国家食药监总
局食品监管三司司长王红表示，2017 年
的食品抽检工作将坚持国家、省、市、县四
级靶向，总局主要负责大企业和全国性的
连锁企业，省局则主要抽检本省的大超
市、大连锁市场，市县局抽检重点则是小
餐饮、小摊贩、小作坊以及鲜活农产品。

郭文奇表示，新春佳节即将来临，国
家食药监总局对春节期间的食品安全工
作已经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将餐饮业的质
量安全作为监管重点，重点监管游园会、
庙会、年夜饭的食品安全，确保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一个放心满意的消费环境。

国家食药监总局回应天津调味品造假事件——

铲 除 舌 尖 上 的 安 全 隐 患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在关于春运的讨论中在关于春运的讨论中，，列车上列车上
的饮食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的饮食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一直以来一直以来，，不少不少
网友吐槽列车上餐饮质量问题网友吐槽列车上餐饮质量问题。。为了给乘客提供更为了给乘客提供更
好的车上餐饮服务好的车上餐饮服务，，今年春运伊始今年春运伊始，，各铁路局提前各铁路局提前
安排车上饮食安排车上饮食。。今天记者就为您准备了回家路上的今天记者就为您准备了回家路上的
美食攻略美食攻略。。

网友网友：：高铁列车不能开火做饭高铁列车不能开火做饭，，如何保证饭菜如何保证饭菜

安全卫生呢安全卫生呢？？

主持人主持人：：为确保春运列车饮食供应工作安全并为确保春运列车饮食供应工作安全并
落实到位落实到位，，1818个铁路局都下足了功夫个铁路局都下足了功夫。。

在沈阳铁路局在沈阳铁路局，，小小盒饭里的每一种食材的供小小盒饭里的每一种食材的供
应商应商，，都是由双瑞公司都是由双瑞公司、、沈阳铁路局劳卫处卫生沈阳铁路局劳卫处卫生
科科、、沈阳铁路局卫生监督所三方会审选定的沈阳铁路局卫生监督所三方会审选定的，，样品样品
须经过农药残留须经过农药残留、、微生物微生物、、瘦肉精等瘦肉精等 159159 项全面检项全面检
测才能进入厨房测才能进入厨房。。为保证盒饭质量口感为保证盒饭质量口感，，通过全封通过全封
闭保温箱运输闭保温箱运输，，从装箱到配送上车从装箱到配送上车，，全程不超过全程不超过
1212小时小时。。

南昌客运段则投入南昌客运段则投入 8080 万元购置盐油酱醋万元购置盐油酱醋、、米米
肉菜豆等餐料肉菜豆等餐料，，每天派专人采购有检验合格验章的每天派专人采购有检验合格验章的
动物肉类餐料动物肉类餐料，，收购新鲜的时令蔬菜收购新鲜的时令蔬菜，，集中加工集中加工、、
验收验收，，确保餐料质量过关确保餐料质量过关。。

网友网友：：旅客能否在火车上吃到特色美食旅客能否在火车上吃到特色美食？？

主持人主持人：：今年旅客可在餐车上吃到祖国东西南今年旅客可在餐车上吃到祖国东西南
北特色餐食北特色餐食。。

在济南铁路局高铁动车餐车上融会了鲁菜在济南铁路局高铁动车餐车上融会了鲁菜、、川川
菜为主的菜为主的 1515 种营养套餐种营养套餐。。其中其中：：大虾大虾、、黄花鱼黄花鱼、、
把子肉把子肉、、牛肉翅根牛肉翅根、、水饺等冷链营养套餐水饺等冷链营养套餐，，从高从高、、
中中、、低价位的低价位的 1515 元至元至 8888 元不等元不等，，贯穿了不同地域贯穿了不同地域
饮食文化饮食文化。。

太原铁路局太原客运段在动车上推出了太原铁路局太原客运段在动车上推出了““中国中国
铁路餐饮铁路餐饮””++““佳佳吃佳佳吃””双品牌的双品牌的 1313种营养套餐盒种营养套餐盒
饭饭，，包括包括 33 种具有山西地方特色种具有山西地方特色：：山西过油肉山西过油肉、、山山
西酱梅肉西酱梅肉、、山西小酥肉的套餐盒饭山西小酥肉的套餐盒饭，，88 种经济美味种经济美味
的营养包子套餐的营养包子套餐。。

成都铁路局则以川菜为主题成都铁路局则以川菜为主题，，打造浓浓乡情打造浓浓乡情。。
““川之味川之味”“”“高铁厨房高铁厨房””推出推出““年味套餐年味套餐””，，套餐内套餐内
含有香肠含有香肠、、笋子牛肉笋子牛肉、、黑椒牛排黑椒牛排、、酱椒排骨酱椒排骨、、白果白果
虾仁虾仁、、素三丁等菜品搭配的三款套餐素三丁等菜品搭配的三款套餐。。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齐齐 慧慧））

近日，全国各地陆续召开两

会，记者梳理会议内容发现，今

年地方两会改革之心更坚，进取

之意更锐，担当之举更实，为民

之情更真，“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精神已蔚然成风——

2017 ，撸 起 袖 子 加 油 干
——各地两会亮点综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各地陆续召开
了省级地方两会。记者在梳理各地政府
工作报告中发现，各省在安排 2017 年工
作目标和任务时，均把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明确要坚定
不移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
发展活力和动力。

“三去一降一补”继续发力

2017 年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深化之年。各省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今年将继续加大力度推进“三去
一降一补”这五大重点任务。

去产能方面，在过去一年重点行业
去产能成效显著的河北省提出，将继续
坚持“去”字为先、钢铁为重，年内压减炼
钢产能 1562 万吨、炼铁 1624 万吨，完成
4家“僵尸企业”出清。

作为传统的煤炭大省，山西省今年

提出将关闭退出煤炭产能 2000 万吨左
右，退出钢铁产能 170万吨左右。

去库存方面，不少地方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强调，要“引导房地产回归居住功
能”。安徽省提出，要采取分类调控、因
城施策，加快三四线城市商品住房去库
存；针对省会合肥等房价增长较快城市，
要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

去杠杆方面，重庆市提出运用市场
化、法治化方式推进债务、资产、企业重
组，实现出表、出清、出效，降低工商实体
企业杠杆率；有序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
持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打包转让不良资
产，鼓励渝康等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业低
效资产盘活重组和风险资产收购处置。

降成本方面，2017年，浙江省将全面
推进简政放权，继续精简行政事业性收
费，倒逼各级各部门减权、放权、治权，加
快形成覆盖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
收、行政裁决、行政服务等领域的“一次
办结”机制，帮助企业降低制度性成本。

补短板方面，安徽省将实施一批“十
三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以培育经济
发展后劲。2017 年，安徽省全年新开工
亿元以上重点项目 1600 个以上、建成
600 个以上，实施亿元以上技改项目
1000项、完成投资 6600亿元。

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2017 年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应着力于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北京
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指
出，目前我国新产业在大部分地方发展
得还可以，尤其是在市场机制发挥较多
作用、企业家比较活跃的地方，比较大的
问题是旧产能的退出比较迟缓。

记者了解到，2017 年，各地在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更加注重
从结构性问题入手，着力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培育新经济、新业态，促进新旧动
能有序转换。

河北省提出，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
动能，特别是以制造业为重点，实施工业
技改提升专项行动，加快新一轮技术改
造和千项技改项目工程，技改投资增长
7%左右。推进工业强基、“双千工程”，
开展绿色制造专项行动，提升传统产业质
量效益。同时，着力发展壮大新动能，重
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大智移云”新一代
信息产业、生命健康、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新材料、节能环保、特种机器人等7大新兴
产业集群，建设光电子、卫星导航等14个
示范基地，抓好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一
批重点项目，力争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
培育成河北发展大梁。

浙江省则明确，要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不断发展壮大新动能。特
别是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支持企业
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研究开发，着力提高
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能力。同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市
场化、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提
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促进新旧
动能接续转换，打造一批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

为实现上述目标，吉林省将从创新
体制机制破题，从营造创新氛围抓起，落
实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和股权激励
等办法，支持科研人员同企业家有效对
接，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

以深化改革为根本途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政府
改革。”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
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通过
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改革，为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2016 年，我国“放管服”不断深化，
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激发。国家发展改
革委主任徐绍史透露，到 2016 年年底，
国务院部门的各类审批事项已经取消了
620 项左右，本届政府承诺的要取消三
分之一的审批事项已经提前完成。

各地在部署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工作的过程中，也把“放管服”改革和重
点领域改革作为重点任务之一。

天津市提出，进一步精简和规范行
政许可，市区两级全面推行单一窗口、综
合受理、部门协同等机制，提升集中受
理、接办分离运转水平。

浙江省按照“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
事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和目标，从与企业
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关系最紧密的领域
和事项做起，逐步实现全覆盖。

山西省则提出，要深化国企国资改
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剥离
企业办社会职能，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积极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
革试点；全面启动省属国有企业改革。

数九寒冬之中，各地陆续进入两会

时间。纵观各地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及相

关会议议程报道，不难发现，除了介绍

2016 年发展成就、制定 2017 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等常规动作外，今年地方两会改

革之心更坚，进取之意更锐，担当之举更

实，为民之情更真，“撸起袖子加油干”的

精神已蔚然成风。

撸起袖子加油干，目标已明确。“坚持

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力

‘三去一降一补’”“振兴实体经济”，已被

多地政府工作报告不约而同地列为施政

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步入

新常态，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正迎来重要节

点，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也处于关键时期。

气可鼓不可泄。越是如此，越要心无旁

骛，目标坚定。唯有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才能引导经济更有效率。

撸起袖子加油干，担当很关键。与

此前地方两会秀成就、晒成绩不同，2017

年的地方两会折射出不少地方政府直面

问题、敢于担当的务实与勇气。1 月 17

日，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求发作政府

工作报告时，首次对外确认：辽宁省所辖

市、县，在 2011 年至 2014 年存在财政数

据造假问题。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张韶春也直言不讳指出本省遇到的

问题：安徽经济发展遇到短期阵痛，一些

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凸显。承认问题本

身，即是鲜明的态度，说正视问题也好，说

表达根治决心也罢，这与讳疾忌医是截然

不同的姿态，值得点赞。

撸起袖子加油干，民生是重点。脱贫

牵动人心，多地将扶贫攻坚列为施政目

标；雾霾频频来袭，京津冀等地将治污减

霾作为重要施政议题；炒房歪风乍起，重

庆便将“坚决遏制炒房”写进政府工作报

告；户籍改革落地，北京等地正制定“积分

落户”实施细则⋯⋯这一桩桩、一件件，

无一不是合民意，暖民情，得民心之举。

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如何凝聚起

强大的改革共识，为深化改革营造良好

氛围？让人民群众更多享受发展成果，

在改革中拥有幸福感、满足感和获得感，

显然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作为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2017年地

方两会无疑被各方寄予了更多期待。目

标在前，责任在肩，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

努力奋斗梦成真，才能无悔于责任，无愧

于时代，无负于人民。

近日，环保部对山西临汾市多家焦化企业用于熄焦
的废水取样监测发现，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山
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临汾万鑫达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临 汾 晋 能 焦 化 有 限 公 司 熄 焦 废 水 中 化 学 需 氧 量

（COD）、氨氮、挥发酚等污染物严重超标排放。其中,
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挥发酚浓度 29.4mg/L，居然超
过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97倍。

此前，环保部刚刚通报了通过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
系统发现的情况。2017 年元旦至今，山西焦化股份有
限公司焦化厂、山西三维瑞德焦化有限公司均存在大气
污染物排放数据日均值超标的情况。此外，环保部赴临
汾督查组发现，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6 条焦化生产线
烟气脱硫脱硝设施均未建成。

今年 1 月份以来，临汾日均二氧化硫浓度较上年同
期大幅上升。17 日上午，来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数
据显示，南机场站点前一天夜里连续六七个小时二氧化
硫浓度在 1000 微克/立方米左右。凌晨 2 时后显著下
降，至早上 6 时降至 294 微克/立方米后，又开始新一
轮攀升，10 时已超 900 微克/立方米。远远高于国家规
定二级标准限值小时平均值 500 微克/立方米的二氧化
硫污染从何而来，受到各方关注。

尽管临汾市二氧化硫污染屡现爆表的直接原因尚待
确认，但煤成为跑不了的“元凶”。

山西省环保厅日前公布环保部和山西省联合专家
组初步确定的二氧化硫浓度超标五大原因显示，煤炭
消费量总量大排在第一位。2013 年至 2016 年临汾全
市煤炭消耗量由 3000 万吨增长到 3660 万吨；居民散
煤燃烧排放加剧冬季二氧化硫污染；第三，由于洁净
焦燃点高、不易封火等特点，推广效果不好；此外，
市区仍有 86 台总共 130 蒸吨燃煤锅炉，基本上无脱硫
措施；以及东城集中供热没有安装在线监测，脱硫装
置形同虚设。

治煤成为临汾市眼下最为紧迫的大事。该市已经
发布了开展控制二氧化硫攻坚行动的通知，明确了时
间表和责任人，如要求市区 86 台未替换清洁能源的锅
炉务必按期完成改造，市区集中供热锅炉立即采取加
碱措施提高脱硫能力，更换优质煤，对备用集中供热
锅炉迅速实施煤改气或煤改电等措施，同时加强网格
化监管，最大限度减少散煤污染；“一城三区”建立
二氧化硫污染源清单、实施重点监管；加大打击无证
非法售煤等。

与此同时，环保部加强了对临汾市的督查力度。据
介绍，临汾目前有焦化企业 21 家，钢铁企业 12 家，电
力企业 5 家。针对个别焦化企业没有脱硫设施，有些企
业存在超标排放等现象，督查组负责人表示，已责成山
西省环保厅组织实地查证，对违法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
业高限处罚并向社会公开处罚结果。对排污单位有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等弄虚作假行为的，要移送公安机关
依法处理，并按照“二高”新的司法解释，追究直接责
任人和单位负责人的刑事责任。

临汾二氧化硫屡现爆表
燃煤排放是“元凶”之一

本报记者 曹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