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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强调，加强食品安全
监管，关系全国 13亿多人“舌尖上的安
全”，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

严字当头、严格监管。婴幼儿配方
乳粉月月抽检，“小餐饮”“小摊贩”纳入
监管范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形成
……从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入手，筑
牢食品安全防线，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体
系正在不断完善。

食品安全监管重中之重
婴幼儿乳粉从季检到月月抽检

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婴幼儿配
方乳粉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
中之重。

从每个季度抽样检验公布一次改
成“月月抽检、月月公开”，这是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加强婴幼儿乳粉
监管的承诺。今年上半年，食药监总局
共抽检婴幼儿配方乳粉样品1274批次，
样品合格率为98.74%，对不合格产品采
取召回、下架等措施，并对有关责任方
依法予以查处。

加强监管，法律先行。新修订的食
品安全法实施后，一系列政策“组合拳”
纷纷落地：制定《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
企业食品安全追溯信息记录规范》，出
台《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
办法》，开展对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
识的监督检查……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胡光伟认为，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
法》等一系列新规对婴幼儿乳粉从源头
到生产各个环节作出严格规定，促进了
常态化监管，有利于整治配方、品牌乱
象，提升公众对婴幼儿乳粉业的信心。

目前，食药监总局已完成对50多家
婴幼儿配方乳企的食品安全生产规范
体系检查，计划在2018年内完成对全国
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的体系检查
工作，实现相关乳企全覆盖。

食药监总局副局长滕佳材表示，加
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监管是一
项长期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小餐饮”“小摊贩”有人管
创新思路出新招

“现在食物更卫生，回头客也多
了。”四川成都群光广场，一家名叫“蒸

饱饱”的小店生意红火，店长苏凤忙得
不亦乐乎。

几平方米的店面里，餐饮服务许可
证、营业执照等证件悬挂在明显位置，
各色菜品整齐排列。服务员统一着装，
佩戴帽子和口罩。

“以前在广场外面打游击，什么证
件都没有，做菜既不方便又不卫生，顾
客也少，还怕被查。”苏凤介绍说，现在
有统一的加工间、洗菜间、消毒间和就
餐场所，顾客更多，收入也多了。

近年来，当地探索建立“小餐饮”监
管机制，提出了“档口式小餐饮”的监管
思路，让以前大量存在又游离于监管之
外的“小餐饮”找到了“娘家”，将其纳入
监管范围。

“‘档口式小餐饮’就是在美食广
场里，所有‘小餐饮’店共用加工间、消
毒间、就餐场所等，每个‘小餐饮’档口
只负责制作和售卖。”成都市锦江区市
场监管局副局长刘晓兵介绍说，整体
上，每家“小餐饮”经营者均达到颁发
餐饮服务许可证的标准，成为食品安
全第一责任人；而承办者美食广场的
物业则成为第二责任人，同样颁发餐
饮服务许可证。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
故，二者均要被追责。

目前，“档口式小餐饮”监管办法已
经在成都逐步推广，同时四川已经探索
出台了“小餐饮”“小食品店”“小作坊”
的监管新举措，逐步实现“有人管”“有
法管”“有章循”。

据食药监总局介绍，各地以加强食
品经营者培训为抓手，不断提升其食品
安全的管理能力。基层对“小摊贩”“小
餐饮”的管理得到加强，既落实全覆盖
监管的要求，又帮助其改善经营条件，
保障合法合规经营。

“黑作坊”不演“空城计”
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只要动动手指头，网上美食就会送
上门来。互联网订餐给老百姓生活带
来极大便利，但线上美图背后，线下“苍
蝇小馆”“黑心后厨”却屡屡曝光。今年
年初订餐网“饿了么”被曝光存在“黑作
坊”，然而这些“黑作坊”在勒令下线以
后又悄然转战其他平台。

江西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邓虹表示，一些商家为了节约成本，在
食材来源上把关不严，与此同时，由于
登记注册商家数量众多，网络平台审核
存在一定困难，致使无证餐厅在平台上

“畅通无阻”。
面对“黑作坊”幽灵频现，食药监总

局创新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举措，今年已
与阿里巴巴、百度等 6家第三方平台签
署食品安全协作机制备忘录，部署北
京、上海、广东三个重点地区开展网络
订餐专项整治，一批无证商户被查处。

强化责任约谈制度，是牵住食品经
营者主体责任的“牛鼻子”。此前公开
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指出，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食品
生产经营者如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其主
要负责人或将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责任约谈。

2017年，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进一
步加强食品网络经营监管，督促网络第
三方平台落实责任，完善平台商家实名
登记、许可证审查、信息公示，及时查处
相关违法经营行为。

立国标严抽检强监管
打造治理体系升级版

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对老百姓来
说是“天大的事”。面对食品安全问题，
创新监管思路、扎牢监管篱笆是民之所
望、施政所向。

——完善标准制修订，让食品安全
不再遭受标准缺失之痛。今年年底前，
我国将形成近 1100项的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体系，涵盖2万项指标，基本覆盖所
有食品类别。

——严格监督抽检，一张监管网覆
盖全部获证生产企业。食药监总局已
建立覆盖国家、省、市、县四级监督抽检
体系。截至今年10月底，共完成91.5万
批次抽检，样品合格率为97.5%。

——提升监管水平，切实防范重点
食品、重点问题风险。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将下大力解决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
对高毒、高残留农药生产课以重税，对
低毒农药适当补贴；加强过程监管，开
展放心菜、放心肉超市创建活动，促进
大型超市落实主体责任。

……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绝非朝夕之

功。食药监总局局长毕井泉指出，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将继续坚持源头治理、标
本兼治，落实好保障食品安全这项关系
民生的政治任务，确保广大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执笔记者：陈聪；参与记者：董小

红 林浩高皓亮）

守护好13亿人“舌尖上的安全”

新华社上海12月 29日电（记者 陈
爱平）国内大宗商品 29日涨跌互现，跟踪
大宗商品综合表现的文华商品指数收
涨。

截至收盘，沥青期货领涨，主力合约
收于每吨 2752元，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
上涨 80元；胶合板期货领跌，主力合约收
于每张89.2元，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
4.65元。

具体品种方面，有色金属涨跌互现：
锌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吨2.11万元，涨幅
2.04%；锡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吨14.69万
元，涨幅1.02%；铜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吨
4.58万元，涨幅0.61%；而镍期货主力合约
收于每吨8.64万元，跌幅0.01%；铅期货主
力合约收于每吨1.78万元，跌幅0.06%；铝
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吨 1.27 万元，跌幅
0.66%。

化工类商品近全线收跌：PE期货主
力合约收于每吨 1.02万元，跌幅 0.44%；
PVC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吨6245元，跌幅
0.79%；甲醇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吨 2849
元，跌幅0.84%；焦煤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
吨503元，跌幅2.33%；而橡胶期货主力合
约收于每吨1.83万元，涨幅1.89%；PTA期
货 主 力 合 约 收 于 每 吨 5464 元 ，涨 幅
0.29%。

农产品中，油脂类商品近全线收跌：
豆粕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吨 2832元，跌
幅 0.07%；豆油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吨
6996元，跌幅 0.2%；菜籽粕期货主力合约
收于每吨 2336元，跌幅 0.21%；棕榈油期
货 主 力 合 约 收 于 每 吨 6234 元 ，跌 幅
0.48%；菜籽油期货主力合约收于每吨
7232元，跌幅 0.6%；而大豆期货主力合约
收于每吨4322元，涨幅2.42%。

软商品收涨：白糖期货主力合约收于
每吨6787元，涨幅0.7%；棉花期货主力合
约收于每吨1.49万元，涨幅0.23%。

29日国内大宗商品

涨跌互现

新华社成都12月 29日电（记者 胡
旭）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8日发
布关于公司参与筹建民营银行进展的
公告称，“四川希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调整为“四川新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该银行于 28 日完成工商登记和相
关金融许可手续，并于同日正式开始营
业。

根据公告，四川新网银行筹建工作组
于 12月 28日收到四川银监局核发的《中
国银监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同意四川新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根据批
复，批准四川新网银行开业，核准注册资
本为 30亿元人民币，重点面向个人消费
者、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等客户开展金融
服务。

民营银行四川新网银行

获准开业

新华社上海12月29日电（记者 潘
清）在年末市场观望气氛趋浓背景下，
29 日 A 股继续缩量下行。上证综指
3100点整数位告破。创业板指数逆势
收红，但涨幅有限。

当日上证综指开盘就跌破了 3100
点整数位，报 3095.84点。临近早市收
盘时沪指出现一波快速拉升，但此后沪
指震荡回落失守3100点整数位，最终以
3096.10 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跌 6.14

点。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10159.45 点 ，跌

27.71点，跌幅为0.27%。
创 业 板 指 数 逆 势 收 涨 ，不 过

1959.24点的收盘点位仅较前一交易日
涨0.11%。

沪深两市逾 1700 只交易品种收
跌，明显多于上涨数量。不计算 ST个
股和未股改股，两市 30 多只个股涨
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跌，石油
燃气板块领跌且跌幅超过 1%。综合
类、化肥农药以及前一交易日逆势收涨
的通信板块跌幅居前。煤炭、建筑工
程、零售连锁等板块逆势收涨。

沪深两市延续近期缩量态势，分别
成交1499亿元和1925亿元。

沪深B指双双温和收红。上证B指
涨0.22%至341.85点，深证B指涨0.12%
至1125.17点。

A股继续缩量下行 沪指3100点告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