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介绍，此次联合行动紧紧抓
住案件查办这个牛鼻子， 全力解
决突出问题。 如，广东省市场监管
局制定专项方案， 围绕生产经营
环节、网络订餐环节、保健食品行
业、 校园及周边等各环节的排查
整治，全面梳理问题线索，深挖一
批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
题，严打相关违法行为。

此次联合行动， 广东全省市
场监管部门查处食品违法案件
5525 件， 其中案值 50 万元以上
重大案件 15 件， 罚款共 3661.65
万元，责令停产停业 61 户，取缔
无证企业 （含黑工厂 、黑作坊 、黑
窝点 ）85 家， 向公安机关通报案
件线索 52 条，移送公安机关涉嫌
食品犯罪案件 109 宗， 公安机关
已立案 53 宗 48 人。

同时， 市场监管部门利用技术
优势联合公安机关重点查处超范围

使用食品添加剂、 食品中添加非食
用物质等严重危害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的违法犯罪行为，截至目前，已查
处食品非法添加案件 562 宗，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64 宗，刑事
拘留或逮捕犯罪嫌疑人 24 人。

广东省公安厅专门下发《打
击整治食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明确提出了“四个一批”
要求，即侦办一批在全国、全省有
影响力的大要案件、 经典案件和
新型犯罪案件， 深挖一批在行业
内长期存在的“潜规则”“黑势力”
“保护伞”， 严打一批利用互联网
非法销售食品违法犯罪团伙，破
解一批制约食品犯罪侦查发展的
新难题。 全省共侦破食品刑事案
件 787 起，刑事拘留 985 人、逮捕
696 人，涉案金额 5.7 亿元，主发
起全国协查案件 7 起， 主发起全
省协查案件 1 起， 纳入“飓风

2019”序列专案 6 起；省工作组组
织广州、中山等地市场监管、公安
部门督查督办系列食品非法添加
新型有毒有害大要案件， 目前系
列案件查办取得突破性进展，4
家企业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在严厉打击的同时，注重“曝
光一批典型案例”， 深圳将查处的
假月饼案、 生石灰漂白牛肚案、仿
冒“小罐茶”案等涉及民生的重大
案件在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并及
时通过媒体对后续追查及专项整
治情况进行宣传报道，有效避免出
现舆情“二次伤害”；佛山曝光一批
假冒“茅台”、“奔富葡萄酒”、“国
窖”假酒案件，涉案货值超过 400
万元。 通过曝光一批典型违法案
件，向全社会彰显此次联合行动查
处食品违法案件的决心，让群众了
解感受整治工作带来的切实变化，
营造了良好的全民共管共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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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行动以来， 各地开展了
蔬菜农药残留专项整治、禽蛋兽
药残留专项整治、水产品兽药残
留专项整治、 生猪屠宰专项整
治、农药专项整治和兽药专项整
治工作。

目前， 全省公布 424 家生猪
定点屠宰企业名单，按期 100%全
面完成屠宰企业“两项制度”工
作，全面清理取缔 99 家不符合要
求的屠宰企业， 安排在全省开展
900 个蔬菜、畜禽、水产品样品以

及 656 个农药、 兽药样品的监督
抽查工作，重点解决蔬菜、禽蛋、
猪肉、水产品药物残留，农药、兽
药添加禁用成分等问题。

截至 10 月底， 全省立案查
处违法案件 290 宗， 结案 248
宗，移送司法机关 24 宗，收到问
题举报线索情况 31 件， 并已全
部跟踪处理。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面对生产
经营主体开展清理检查和暗查暗
访，对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组织

整改和查处。 截至 10 月底，全省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检查生产经营
主体 27.3 万家次，出动执法人员
近 38.9 万人次， 查处问题 3167
起，涉及金额 65.8 万元，责令整
改 2944 起， 取缔无证照企业 7
家，移送司法案件数 65 件，接受
群众投诉举报 139 条， 根据举报
查处问题 41 个， 指导培训 1120
场次，指导培训 3.8 万多人次。

同时， 全省快检食用农产品
782 万批次， 完成全年总要求

800 万批次的 97.75%，筛查发现
不合格食用农产品 3.89 万批次
共 110 吨。

此外， 省公安厅将打击农产
品质量安全违法犯罪纳入 2019
年工作重点，专项部署，统筹推
进，强力打击惩治全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领域违法犯罪。 仅 10 月
份，公安机关共受理行政部门移
送案件 77 宗， 办理农产品类刑
事案件 110 宗，捣毁窝点 78 个，
移送起诉案件 33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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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
素有“客家古邑，万绿河源”美
誉的河源， 积极响应， 统一部
署。 河源市委提出， 要建设生
态河源、现代河源“两个河源”
的发展思路， 决胜小康、 率先
振兴 、 同步现代化的奋斗目
标，奋力推动“示范区”“排头
兵”和“两个河源”建设。

创 新 乡 村 振 兴 模
式，农民股东村里就业

走进河源市东源县顺天镇
大坪村， 映入眼帘的是平坦开
阔的道路， 道路上十分干净，
往常村庄内随处可见的鸡鸭粪
已消失不见， 两旁新种的树木
郁郁葱葱， 迎着阳光生长……
当地群众拍手称赞， 外出乡贤
返乡也感叹村内变化之大。

2017 年，“田园综合体”作
为乡村新型产业发展的亮点措
施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近
期正式投入使用。 通过整合大
坪村 440 亩农田，经营种植高
附加值景观花卉、 利用闲置废
旧的 150 间房屋打造顺天“特
色民宿”，创新“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合作模式，让当地农户
享受入股分红、 就地务工、生
产包销等福利， 实现村庄变景
区、农民变股东。

推动“示范区”“排头
兵”和“两个河源”建设

迈进新时代， 在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 建设机遇下， 河源
发挥紧邻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
市的地理优势， 再领使命：积
极贯彻落实省委的部署要求，
主动接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的“双区”辐射，坚定
不移以全域全面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为“纲”，全力打造与
大湾区同等水平的营商环境，
奋力推动“示范区”“排头兵”
和“两个河源”建设提效破局。

2019 年是河源振兴发展
提效破局之年， 该市于 10 月
18 日举办的秋季经贸活动，硕
果累累， 累计签约动工投产项
目 280 个， 计划投资总额达
1741.91 亿元，具体来说，签约
项目有 82 个，涉及工业、商业
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文旅、农
业等领域， 总投资 1100.55 亿
元， 其中超亿元项目 67 个，超
10 亿元以上项目 14 个； 动工
投产项目 198 个， 合同投资额
641.36 亿元， 包括 115 个动工
项目、83 个投产项目，为“示范
区”“排头兵”和“两个河源”建
设提效破局注入强劲动力。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扎实为群众谋幸福

近年来， 河源市不断优化
产业发展结构，优化经济体系，
经济发展有了巨大飞跃。 据广
东统计信息网统计数据，2018
年河源以 1006 亿元的 GDP 总
量排名全省第 19 名， 增速为
6.3%，首破千亿关口，2019 年
上 半 年 河 源 GDP 总 量 为
501.96 亿元， 增速 8.68%，发
展态势良好。

10 月 24 日， 河源市举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警示教育会议暨全市 2019
年领导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
培训班。 河源市委书记丁红都
强调，要推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取得实效，要以
为民服务凝聚作风建设的强大
合力， 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意识，紧紧依靠群众，
树立正确政绩观， 以实实在在
的工作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百日行动期间， 广东省共立
案查处相关案件 1942 宗，“百日
行动”后，省市场监管局会同相
关部门， 继续加大执法力度，推
进长效机制建设。 截至 9 月底，
全省已办结“百日行动” 案件
1652 宗，罚没 1.2 亿元，新增立
案 448 宗，罚没 8388 万元。

此次联合行动，全省公安系统
按照“上控源头、下清网络、中查储
运”的思路，在全环节查清涉案人
员架构、角色、轨迹、资金流向和作

案规律的基础上， 由省厅直接指
挥，定时定点，统一步调，联动开展
跨区域收网行动， 实现集约化打
击，惩处了一大批犯罪分子，在短
时间内形成强大震慑效应。联合行
动开展以来，全省共立保健食品刑
事案件 12 起，刑事拘留 45 人、逮
捕 42 人，涉案金额 1100 万元。

省市场监管局制订《保健食品
行业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方案》，明
确任务，强化监管。 对地市开展双
随机一公开飞行检查，督促各地对

辖区内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检
查全覆盖。共检查保健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 7.9 万家次，接受群众投诉
举报 279 条， 发出责令整改通知
书 194 份， 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
件 177 宗。 同时用具体量化的数
据推动保健食品监管工作上台阶，
用数字来检验和说明监管成效。全
年结合年度抽检工作计划，开展保
健食品生产环节抽检 1460 批次
和经营环节抽检 2000 批次，并结
合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工

作要求， 分别部署开展辅助降血
糖、增强免疫力、辅助降血脂等保
健食品非法添加风险监测 125 批
次和 100 批次； 委托技术机构开
展特殊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风
险调查及能力提升项目，对 50 家
中小型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进行调
查评估，查找问题 284 项，按照一
企一策帮助企业分析查找存在问
题和薄弱环节，指导企业制定整改
提升方案，以进一步提升全省保健
食品行业整体质量管理水平。

据悉， 在此次行动中， 市场
监管、公安、教育部门联合对校
园及周边食品店铺、供餐单位开
展拉网式排查， 逐一登记造册，
逐一理清来源去向，逐一评估风
险，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发现
的各类风险隐患逐一销账、限期

“清零”。
省教育厅印发 《关于做好

2019 年秋季学校食堂及校园周

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的通
知》， 并向各地政府发重大食品
安全隐患督办函，督促各地落实
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加大对
各类学校食堂重大食品安全隐
患排查和整治力度，确保在 2019
年年底前完成“灭 C”任务。

省市场监管局以案促改，细
化工作部署 ， 联合教育厅印发
《关于开展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

益和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的通知》， 督促落实校园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市场监管部门联
合教育部门与全省 26171 名学
校校长 （园 长 ）签订《广东省校
园食堂食品安全承诺书》， 压实
学校校长 （园长 ） 的主体责任，
校长 （园长 ）承诺因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及制度要求而造成食物
中毒、食源性疾病和传染病发生

的，将承担全部责任。
截至目前， 全省市场监督管

理、 教育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
141344 人次， 检查学校食堂、供
餐单位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者
79728 家次， 发现食品安全隐患
5319 个，整改 5071 个，约谈学校
食品安全负责人 3255 人次，责
令改正 4058 户，警告经营户 368
家，立案查处 136 起。

文 / 马灿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广
东高度重视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
合行动， 将行动作为重大政治责
任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机
遇，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强烈的
政治担当、坚决的斗争精神，认真
抓紧抓实抓好。

9 月 11 日，广东省召开会议
至县区进行动员部署。 第一时间
建立联合行动组织协调机制，成
立工作组，建立起省级负总责、市
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 广东省主要领
导同志、 分管领导同志对公安机关
开展打击食品违法犯罪工作先后作
出批示， 肯定成绩并要求相关行政
部门密切配合， 共同把打击违法犯
罪工作做好，维护食品安全环境。

联合行动开展后， 省有关领
导多次听取工作汇报并提出要
求， 省联合行动工作组多次研究
部署具体任务落地措施， 各地市
场监管、 公安部门积极发挥牵头
协调作用，会同教育、农业农村等

部门迅速组织开展联合行动，奋
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此外， 联合行动中将督导结
果作为评判各地工作成效的重要
依据， 全省通报在突出各地工作
亮点的同时指出存在问题， 推动
各地加大整改力度， 落实落细联
合行动。 各项目组内部加强协调
配合， 召开专题会议将相关任务
落小落具体，确保联合行动由“独
奏曲”向“交响乐”转变、由“单领
域”向“全领域”覆盖。

严打生产经营环节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

扎实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治理

大力整治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客家古邑打造“两个河源”
创新乡村振兴模式助民脱贫

联合行动查处食品违法案件 5525 件，案值 50 万元以上重大案件达 15 件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陈骁鹏

河
源

一只鸡赚5.3
11 月 5 日，在广州市越秀区

豪贤肉菜市场，鸡蛋价格站上了
14 元 / 公斤的高价。 记者从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第三
季度广东气温较高，蛋鸡产蛋率
下降，肉鸡饲养难度增大，再加
上受肉类市场猪肉价格上涨影
响，9 月份肉鸡和鸡蛋的价格都
突破了近 5 年来的月均最高价。
不过，随着第四季度市场猪肉供
应的逐渐恢复，预计第四季度肉
鸡和鸡蛋的价格都将逐步回落。

11 月 5 日， 广州市菜篮子平均
零售价的监测显示，红壳鸡蛋的价格
是 12.65 元 / 公斤。 在天河区石牌市
场，红壳鸡蛋卖到了 13 元 / 公斤，白
壳鸡蛋是 13.23 元 / 公斤。 在越秀区
豪贤肉菜市场，红壳鸡蛋和白壳鸡蛋
都卖到了 14 元 / 公斤。

全国范围内， 今年以来鸡蛋的
价格也是不断往上走。 农业农村部
信息中心近日公布的全国农产品
批发市场一周价格行情监测报告
显示，鸡蛋第 44 周 （2019 年 10 月
25 日—2019 年 10 月 31 日 ）的价格
是 11.69 元 / 公斤， 而去年同期的
价格是 9.01 元 / 公斤，价格环比上
涨 5.9%，同比上涨 29.7%。

为什么近期鸡蛋的价格一直
上涨？ 羊城晚报记者从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了解到，今年第第三季度在

广东的高温天气下，蛋鸡产蛋率下
降， 同时受到肉类价格上涨的影
响，鸡蛋市场需求增加，双重影响
之下价格随之上涨。

但今年鸡蛋的市场行情与去
年又有所不同。 受到肉类市场价格
上涨的影响，各经销商及糕点制造
商等食品加工企业担心后期鸡蛋
价格持续走高，使得鸡蛋在 7 月份
这个往年的消费淡季里，需求量突
然增加。 再加上受院校开学、中秋、
国庆节假日等因素影响，鸡蛋需求
进一步增长，蛋价持续上涨，至 9 月
末才稍有回落，但依然处于高价位。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报告显示，
今年 9 月份广东鸡蛋出栏均价、批发
均价、 零售均价分别为 12.0 元 / 公
斤、12.9 元 / 公斤、13.9 元 / 公斤，均
已突破近 5 年来鸡蛋月均最高价。

跟鸡蛋同步涨价的还有鸡肉
的价格。 羊城晚报记者从广东省农
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第三季度广
东气温较高， 肉鸡饲养难度增大，
养殖成本有所增加，再加上受肉类
市场猪肉价格上涨影响，鸡肉作为
消费替代品，需求量不断增加。 特
别是 7 月份以来， 猪肉价格的上
涨，带动鸡肉价格也一路走高。 到
9 月份受院校开学及中秋佳节等影
响，肉鸡消费量更是加速增长。

截至 9 月底，广东的肉鸡价格
已持续上涨 6 个月， 带动肉鸡生
产，肉鸡养殖基地第三季度销售情

况十分可观。其中，9 月份肉鸡出栏
均价、批发均价、鸡肉零售均价分
别为 18.7 元 / 公斤 、25.7 元 / 公
斤、40.3 元 / 公斤， 均已突破近 5
年来肉鸡月均最高价。

为满足广东居民对肉类的消
费需求，肉鸡批发市场积极提高省
内外入场量， 确保肉鸡供应充足，
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猪肉供应空
缺。 对广东家禽定点批发市场的监
测显示，第三季度广东肉鸡市场总
交易量同比增长 40%，省内入场量
同比增长 47%，省外入场量同比增
长 27%。

家禽养殖业在今年也迎来
了“超级鸡周期”。 从 8 月份养鸡
大户们陆续公布半年报开始，养
鸡的净利润就不断刷新大家的
认知。 10 月 8 日晚，白羽鸡产业
上游企业益生股份发布第三季
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净利润同
比上升高达 993.41%-997.14%。

在广东， 今年第三季度家禽
市场的利好， 就进一步提高了养
殖户补栏的积极性，甚至出现“抢
苗” 现象， 鸡苗价格一度增长数
倍。 据广东省菜篮子家禽基地的
监测， 广东第三季度肉鸡存栏量
同比增长 14%， 出栏量同比增长
6%，补栏量同比增长 6%。第三季

度肉鸡养殖基地生产情况十分乐
观，养殖利润率达 17%，较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 6 个百分点，平均一
只肉鸡收益 5.3 元。 鸡蛋生产效
益同样可观， 第三季度蛋鸡养殖
基地整体利润率高达 41%， 较去
年同期相比， 增长 10 个百分点，
平均一公斤鸡蛋可收益 3.2 元。

接下来， 预计第四季度广东
肉鸡和鸡蛋的价格都将逐步回
落。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报告显
示，从供应端看，第三季度期间肉
鸡行情不减，整体肉鸡存栏、补栏
增加。 再加上第四季度广东气温下
降，有利于肉鸡养殖生产，预计第

四季度肉鸡供应量将逐步增加。
从需求端看，肉鸡价格持续

处于高位，抑制了消费意愿。 并
且生猪复产工作正逐步推进，后
期市场猪肉供应将逐渐恢复，鸡
肉消费热情将逐渐退去，预计第
四季度肉鸡价格将逐步回落。

鸡蛋价格同样将回落后平稳
运行。 从供应端看，第四季度广
东天气转凉，蛋鸡歇伏期逐渐结
束，产蛋率得到恢复。 前期蛋鸡
养殖基地积极补栏，新增的青年
蛋鸡将逐渐进入产蛋峰期，预计
鸡蛋供应量会得到提升。

确保肉鸡供应充足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广东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整治食品安全联合行动扎实有效

鸡蛋价格一路上扬

今年迎来“超级鸡周期”

预计第四季度价格回落

连平县白云楼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迅速建立省级联合行动协调机制

第四季度肉类价格将逐步回落 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摄

新华社北京 11 月 5 日电
近日，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话题
再次引起社会热议。教育部基础
教育司副司长俞伟跃 5 日在新
闻通气会上表示，合理的课业负
担是必需的，学习不可能没有负
担。 科学减负应当有增有减，把

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增加体育
美育劳动教育。

俞伟跃介绍， 现阶段减负
的重点主要是针对中小学生课
外负担过重的问题， 开展校外
培训机构治理， 同时提高学校
育人水平，做好课后服务。

他说，目前，我国基础教育
在 国 际 上 处 于 较 高 水 平 ， 在
PISA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 )测试
中，中国学生的成绩位于前列。
此外，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生
课内负担在中上收入国家处于
中等水平。 我国义务教育和高

中课程方案、 课程标准科学设
置了学生应当完成的课业内
容， 减负不是降低课程标准和
学业水平。

俞伟跃认为， 减轻中小学
生过重负担， 不能简单地缩短
在校时间、减少作业量、降低课

业难度，而是要有增有减，减去
强化应试、机械刷题、校外超前
超标培训等不合理负担， 进一
步提高学校教学质量， 增加德
育、体育、美育和劳动实践，着
力激发培养学生兴趣， 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教育部：科学减负应有增有减

受猪肉价格上涨以及气温较高的影响，鸡肉和鸡蛋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自联合行动以来， 全省市场
监 管 部 门 查 处 食 品 违 法 案 件
5525 件， 其中案值 50 万元以上
重大案件 15 件。 ”11 月 2 日，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了
全省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行
动阶段性成果， 并通报了
今年查办的食品安全十大
典型案例。

“

两斤蛋赚3.2元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