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食品安全任重道远
——山东代表热议食品安全问题

本报记者 周明阳

食品安全是山东代表团小组讨论
的热点话题。从农产品安全到食品加
工过程中的非法添加剂，从执法部门严
查严惩到推动社会共治，从完善食品安
全制度到加强对从业者的教育⋯⋯代
表们谈现状、摆问题、提对策，对于食品
安全这一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开
展了深入讨论。

讨论从食品的源头——农作物开
始。代表们认为，现在对农产品食用安
全影响最大的是农药。有些农民安全
用药意识淡薄，选购农药时，只考虑防
治效果，不考虑毒性。“大多数农民知道
农药有毒，但在他们看来只要能打死虫
子、能治好病就是好药。”全国人大代
表、山东省淄博市政协副主席达建文
说。另外，每种农药都有规定的使用剂
量，有些农民为了快速杀虫随意加大用
量，加快了病虫抗药性的产生并导致土
壤环境污染，造成防效下降，不得不再

次提高用药量，形成了恶性循环。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大法制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明辰向代表们讲
述了自己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所见到的
食品非法添加剂泛滥乱象，“很多海鲜
都用硫酸泡过，干的海参、鱿鱼等海
产品添加工业用甲醛也很普遍”。吕明
辰代表的发言引得代表们一阵感叹。
农产品种植、食品加工环节、地沟
油、卫生不达标⋯⋯

“必须严惩重罚！”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省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菁
说，建议提高对市民举报食品安全问题
的奖励，鼓励全社会监督食品行业中的
违法行为，对于查处的小作坊、不法商
贩要严肃处理，对于不符合标准的餐饮
企业、饭店要重罚并勒令整改，情况严
重的应吊销执照。孙菁代表介绍，全国
人大去年对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执法
检查，深入到农田、餐桌、学生食堂、质

量检验机构、食品加工厂实行全链条检
查，她自己列席了相关会议，很受教育，
也增强了信心。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市委
书记徐景颜表示，近年来食品安全事
件频发，有关职能部门非常重视，积
极整顿，食品安全问题得到了很大改
善，“在聊城，食品安全不仅是食药监
局在管，各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不过，保障食品安全依然任重
道远。”徐景颜代表说。

徐景颜代表表示，目前政府对食
品生产企业的信息掌握得还不够准
确，技术手段不够完善，面对不断浮
现的新问题，急需拓展管理渠道和手
段。他建议，应该将执法力量向基层
倾斜，加大对基层的投入，“现在的情
况是，不合格的产品往往是在乡镇、
街道、农村生产出来的，但恰恰是这
个环节缺少监管人才和设备”。

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不靠改革创新没有出
路。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东营市委书记申长友表示，创新
创造是最大的新动能。我们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全面创新，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申长友代表说，去年，东营市通过出台鼓励发展智能
制造政策文件、与德英企业对标学习、大力引进人才项
目、对接“一带一路”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要举措，加速
新动能生成。到去年底，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
到 35%，各类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到 2.62%，国家级
创新平台和孵化机构分别达到 10 家、6 家，创新孵化面
积 76 万平方米。同时，在高端石油装备开发、稀贵金属
综合提取、高性能材料制备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
成果，发明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 22.8%，连续六次获得全
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申长友代表表示，要加快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新动
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
迈向中高端水平，把东营建设得更加美好。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工作大如
天。”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市市长上官吉
庆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检验各级干部
是否执政为民、政府工作作风和服务水
平是否优良的标尺就是政府在民生工作
方面推进的力度与成效。

上官吉庆代表表示，民生大事必作
于细。老百姓列出的“幸福账单”上每项
任务清单，到年底都必须“照单验收”，做
实幸福账单，让群众更有获得感。

“民之所忧、政之所行，老百姓的期
盼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多年来，西安
市民一直希望城市交通系统可以更加通
畅，出行更加便捷。”上官吉庆代表说，今
年将把打通断头路作为解决民生“九难”
之一，确保年内打通 20 条以上“断头
路”，力争用两到三年时间打通全市 55
条断头路，真正让老百姓看到变化、得到

实惠、出行更顺畅。
上官吉庆代表表示，今年将统筹抓

好“减煤、控车、抑尘、治源、禁烧、增绿”
等六项重点工作，坚持科学施策、标本兼
治、铁腕治理，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决
打好“蓝天保卫战”。

上官吉庆代表说，西安市将今年确
定为“民生工作提升年”，计划着力抓好
治污减霾、缓堵保畅、环境宜居、优化服
务、扩大就业、基础教育等 12 个方面、70
项重点工作任务。为落实这份“幸福账
单”，西安市将采取一系列保障措施。在
经费保障方面，今年西安市财政将拿出
600 亿元资金，全力保障 70 项民生工作
重点提升任务顺利实施。在机制保障方
面，建立“两月一评”机制、强化督查考核
机 制 、严 格 问 责 问 效 机 制 ，倒 逼 工 作
落实。

“幸福账单”让群众更有获得感
——访陕西西安市市长上官吉庆代表

本报记者 雷 婷

申长友代表：

创新创造是最大新动能
本报记者 单保江

在吉林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延边
州州长李景浩关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介绍，吸引了众
记者。

现场有记者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有关问题提问。
“感谢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关注。”李景浩代表说，“为
什么国家批准在延边设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呢？不言而
喻，老虎和豹子多，为什么多？因为生态环境好，食物链
充足。目前，能确认的东北虎豹有 69 只，许多是本地种
群，本地繁殖”。

“在 2000 年的时候，监测到的虎豹才十几只。这些
年的生态环境治理好不好？可以通过老虎和豹子的数量
上反映出来。这两种动物对栖息环境的要求很高。
2014 年，国家将吉林延边列入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2015 年 12 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获批，这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尤其对于延
边来讲，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李景浩代表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出台国家公园体制总
体方案，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支撑。“按照初步方案，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区域为 1.46 万平方公里，70%在延边
州，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要比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还要大
50%。”李景浩代表说。

延边需要做什么？“当然是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
作为延边生态文明建设的“天字号”工程，正确处理好保
护与发展、保护与民生、保护与国防建设、保护与对外开
放等方面的关系，构筑既有利于保护，又利于发展，特别
是周边老百姓、辖区老百姓普遍受益的共享机制。李景
浩代表对记者说：“我们要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打造成中
国生态保护样板区、生态自然体验区、生态经济发展先行
区，使之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地标。”

吉林延边州州长李景浩代表建议：

打造生态保护样板区
本报记者 李己平

3 月 13 日上午，人

大吉林代表团，在驻地

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两

高报告。审议间隙，全

国人大代表李秀林（中）

就食品安全话题与同团

代表交流。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
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
是深化改革。”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省苏州市市长曲福田告诉记者，苏州
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既要深化“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又要紧扣

“企业竞争力提升、产业结构优化”致力于
实体经济的振兴。

曲福田代表说，针对制造业产业链、价
值链中低端环节，苏州制定了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三年方案和专项行动计划，加大落
后低效产能淘汰力度，持续减少无效和低
端供给，不断优化产能体系和产业结构。

围绕“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今年
苏州计划淘汰企业 700 家，实施兼并重
组、帮扶解困及破产重组的困难企业 70
家，实施产业转移和“走出去”发展项目不

少于 35 个。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特别是制
度性交易成本以及融资、用能、物流等成
本，计划减轻企业负担 330 亿元。推进路
网、轨道交通等建设，着力打造大交通综
合运输体系，计划安排总投资超 1.1 万亿
元的重大项目 210 项，当年投资 1357 亿
元，其中围绕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公共
服务等实施 140 个补短板项目，投资 220
亿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三去一降
一 补 ’的‘ 减 法 ’换 取 市 场 活 力 的‘ 加
法’”。曲福田代表说，苏州紧扣释放市场
活力的主线，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改革，
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44 项。新增各
类市场主体 20 万家、注册资本 5170 亿
元。运用信用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并购
引导基金等 20 项金融工具，为 5200 家企
业解决了 1552亿元融资需求。

算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减”法
——访江苏苏州市市长曲福田代表

本报记者 薛海燕

“小微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就业等方面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融资方面却还存在一些困
难。”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学校校长张亚英介绍说，由于部分小微企业在财务管理
方面不规范，难以提供合适的担保人或抵押物等原因，
仍处于“融资难”的困境。张亚英代表建议，应该搭建财
务服务平台，加大政府对小微企业财务方面的指导。同
时，联合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建立中小微企业信息
库，使银行可通过平台全面了解企业经营状况。

张亚英代表表示，要做好牡丹江市职教中心学校
的项目建设，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加强师资培训，完
善“学历短培并举，公办民办联合，中职高职衔接，
学校企业共建”的办学新模式。

张亚英代表:

搭建平台破解融资难
本报记者 倪伟龄

“我最关注农产品的安全检测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温岭市蔬菜管理办公
室主任林燚说，近年来浙江各级政府高度
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并将其纳入“为民办实
事工程”，农村菜市场检测工作有了进一步
提升，菜市场建立了快速检测室，制定了检
测流程和标准，并及时公布检测结果，一定
程度上保障了市民“菜篮子”安全，得到了
社会的认可和好评。

林燚代表建议，政府应该适当投入，建
立快检长效保障机制。“要加大财政资金投
入，逐步解决检测设备、检验经费、人员配
备和工资保障等问题，提高各菜市场开展
检测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要加大
检测人员业务培训，实行持证上岗机制，提
高检测人员水平，才能真正发挥检测室的
作用。”政府要完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有计
划，有步骤地加强菜市场快检信息化建设。

林燚代表：

建立快检长效机制
本报记者 吴佳佳

“种植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的产
品，我们每年都按照规定抽检，现在
抽 检 的 合 格 率 都 在 96％ —97％ 以
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3 月 5 日在部
长通道如是说。10 日，全国人大教科
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也表示，
去年全国人大对“史上最严”食品安
全法的实施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深
入到农田、餐桌、学生食堂，保障全
国人民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吃得
放心。

严防死守食品安全底线，正是对
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回应。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食品药
品安全事关人民健康，必须管得严而
又严。”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之外，如
何提升食品安全水平？代表委员们表
示，要从源头抓起，以产业转型和技
术创新来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

授陈瑞爱今年第十年把有关食品安全
的建议带到两会。她表示，从源头管
理，要通过农业转型升级来实现，以
规模化生产和农业现代化从根本上提
升农产品安全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社会科学院
产 业 经 济 研 究 所 所 长 向 晓 梅 也 表
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提升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意义重大，“重
点发展农业新业态，打造增效增收、
生态高效新农业，连片打造、重点培
育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带动力强的
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以产业化、规
模化经营的高效农业来提供绿色优质
农产品”。

从源头管理，也意味着让食品安
全“可追溯”。陈瑞爱代表表示：“去
年营改增的全面扩围，实际上也对质
量安全提供了可追溯的机制，比如票
据追踪有利于解决原料质量的管理和

监控。未来还要加大检测平台建设、
推动监测工作前置到生产地，并加快
实现农产品二维码全程溯源。”全国政
协委员、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程萍介
绍说，目前广东 90%以上县级政府都
建立了农产品安全检测中心，并建立
了广东省农产品可追溯平台，有 3 万
多家企业进入，“这些年全省农产品合
格率都在 96%以上，禽类产品合格率
达到 99%以上，奶制品 100%合格，产
品质量走在全国前列”。

向晓梅代表表示，打通数据可让
食品安全“看得见、摸得着”。“建议
推进农业物联网示范与管理平台项
目，建设若干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
利用物联网技术搭建农产品安全溯源
系统，加强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
流程数据共享与透明管理，实现农产
品全流程可追溯，提高农业生产管理
效率，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食 品 安 全 从 源 头 抓 起
本报记者 陈 静

食品安全大于天，如何加强食品安全
监管？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刘蓉华认为，“应实施从田
间到餐桌全过程最严格的监管制度，确保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她具体开出了
5 大药方：完善食品安全法配套规章制度、
强化种植养殖环节源头治理、加快健全食
品安全标准、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强化部门监管责任落实”。

要保障餐桌上的食品安全，需从源头
入手。“要强化种植养殖环节源头治理”，刘
蓉华代表建议道，国家应加强产地环境治
理，加快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着力开展
土壤状况详查。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分
期分批对高毒农药采取禁限用措施。强化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
示范区建设，加快追溯体系建设。严格源
头监管，强化问题产品查处。

刘蓉华代表：

实施全过程监管
本报记者 李 哲

编者按 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健

康，必须管得严而又严。要完善

监管体制机制，充实基层监管力

量，夯实各方责任，坚持源头控

制、产管并重、重典治乱，坚决把

好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的每

一道关口。参加全国两会的代

表、委员们表示，要严防死守食

品安全底线，从源头确保食品

安全。

青海渔业水域资源总面积约 131.3 万公顷，其中天
然湖泊 126.3 万公顷、各型水库 5.03 万公顷。全国人大
代表、青海省民政厅副厅长韩永东说，由于天然湖泊基本
处于禁捕封育状态，可供养殖利用的主要是各型水库，形
成的水面约有 5.03 万公顷，其中可供养殖约 3.83 万公
顷。这些水面水体洁净、水质优良，水温在 3℃—22℃，
常年不封冻，被国内外公认为鲑鳟鱼养殖条件最好的地
区之一。韩永东代表建议，国家将青海确定为全国冷水
鱼健康生态养殖示范区，支持青海探索冷水鱼产业可持
续发展模式和实现路径。

“十二五”期间，青海充分利用黄河干流梯级水库形
成的独特冷凉水体资源，以虹鳟和白鲑为主推品种，抗风
浪深水网箱养殖为主推技术，依靠大型龙头企业带动，全
力打造青海现代冷水养殖渔业，着力生产优质、高档、名
牌水产品。全省冷水鱼健康生态养殖场发展到 27 家，建
成高标准冷水网箱 22.66 公顷，年产量保持在 1 万吨左
右，约占全国同类产品的四分之一。

韩永东代表：

做 大 做 强 冷 水 鱼 产 业
本报记者 马玉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