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持举措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体系建设，3年内实现所有
区域公用品牌、特色农产品品
牌质量可追溯，对通过考核验
收的县市区省财政每个奖补
100万元。

整县推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试点，每年支持10
个左右县在农业生产、 加工、

物流、研发、示范、服务等环节
深度融合，每个县支持1000万
元。实施农业强镇行动，每年
支持30个左右镇（乡）打造农
业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实现以
产兴镇（城）、以镇（城）促产、
产镇（城）融合，每个镇（乡）支
持200万元。

■记者 李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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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案件，连日来引发关注。
去年12月19日， 广州医生谭秦东
在网上发了一篇帖子， 称在老年
人群体中热销的“鸿茅药酒”，实
际上是酒剂类中药， 成分中含有
多种毒性中药材， 并在标题上指
鸿茅药酒是“毒药”。 今年1月10
日， 谭秦东在自家楼下被内蒙古
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警方带
走，目前被羁押在凉城县看守所。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A07版）

“鸿茅药酒，每天两口”，相信
不少人对鸿茅药酒的广告语并不
陌生，频率极高的广告，让很多人
相信其保健效果。 但如果不是谭
秦东医生的大胆披露， 谁会料到
这个主打保健的药酒实际上是不

折不扣的非处方药， 更不会知道
这种酒里加有多达67种中药，而
在传统中药方剂（如张仲景所著
的《伤寒杂病论》）中，大多数只使
用四五味中药， 最多一个方剂使
用了32味中药。 这么多的中药添
加， 会否对人体尤其是肝脏造成
损害？ 这是消费者之前从未得到
过任何提示的。

鸿茅药酒并非保健品注册，
而是进行的药品注册，“用于风寒
湿痹、筋骨疼痛、脾胃虚寒、肾亏
腰酸及妇女气虚血亏” 是它的广
告宣传语。 那么， 如果是非处方
药， 就必须要进行严格的人体临
床试验，但是（请特别注意），在中
国知网上， 有关鸿茅药酒的相关

文献极少， 除了两篇老鼠身上的
相关试验文章外， 几乎没有人体
临床试验文献， 这不禁让人发出
疑问，在没有相关试验的前提下，
药酒大言不惭的“疗效”是如何得
出来的呢？

由于信息不对称， 很少有人
知道鸿茅药酒实际上劣迹斑斑：
“以专家和患者名义为产品做功
效宣传”、“发布未经审批的内
容”、“涉嫌篡改审批内容”等严重
违法2630次， 先后被25个省市级
食药监部门通报违法， 购买服用
药酒的消费者因出现身体不适症
状而投诉的情况也一直没断。但
是， 这个问题颇多的药酒产品不
仅没受到影响，反而快速崛起，它

的“古法酿造工艺”不仅入选内蒙
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获得了“中
华老字号”称号，去年6月更是成
为内蒙古第二家加入“国家品牌
计划”的企业。

鸿茅药酒的牛气冲天， 一方
面来自市场对其的“宽容”，另一
方面来自内蒙古的地方保护主
义，在鸿茅药酒严重违反《药品管
理法》 中的广告管理规定的情况
下，从2011年至今，内蒙古职能部
门仍然给予其1034个广告批文，
在这样的鸣锣开道和保驾护航之
下，鸿茅药酒腰杆越来越硬、胆儿
也越来越肥， 当然利润也越来越
多。 而此次在谭秦东医生揭露其
实质后，更是上演了一出“跨省抓

人”的惊人之举。
一边是出于责任和良知揭露

实情，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个
体， 一边是屡犯相关管理法的任
性企业和越权抓人的地方保护主
义，二者显然力量相差悬殊，也因
此，事件一出，整个舆论哗然，认
为鸿茅药酒如此欺骗消费者，且
地方警方如此任性抓人，真是“醉
了”。 人们纷纷为谭医生鸣不平，
同时气愤指责鸿茅药酒的不负责
任以及内蒙古凉城警方的警权扩
张举动， 国内不少主流媒体也发
声谴责警方这一行为。 在舆情汹
涌之下， 我们将拭目以待该事件
的处理。

■本报评论员 张英

视
点 鸿茅药酒，真是让人“醉了”

本报4月16日讯 为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2018年中央
一号、省委一号文件精神，大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省政府日
前发布深入推进农业“百千万”
工程促进产业兴旺的意见，意
见提出了4个方面的发展目标。

一是农业“百千万”工程取
得新进展。围绕打造区域公用品
牌、特色农产品品牌、知名企业
品牌，实施“百企千社万户”现代
农业发展工程，到2020年，推动
100家以上涉农企业在省区域
性股权交易市场（简称“四板”）
挂牌，培育1000家有实力、有品
牌、运行规范、与社员利益联结
紧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发展10000户产业特色明显、经
营管理规范、综合效益好、带动
能力强的家庭农（林）场示范场。

实施“百片千园万名”现代
农业科技工程，到2020年，建设
100片优质农副产品供应示范
基地， 推动创建1000个现代农
业特色产业园， 招募科技服务
团队带动10000名科技人员服
务农业农村。

二是主导产业实力明显增
强。全省培育粮食、油料、蔬菜、
水果、棉麻丝、茶叶、畜禽、水产、
中药材、 竹木等十大特色产业
链。到2020年，重点将油料、竹
木、粮食加工、茶叶、蔬菜、棉麻
丝等六大产业打造成千亿产业。

三是农业供给质量全面提
升。到2020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业
产值达到1.8万亿元， 加工转化率
达到70%，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
农业原值比达到2.5∶1， 农业产业
化总体水平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四是农民收入稳步提高。
力争到2020年，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左右，
城乡居民收入比逐步缩小。

■记者 李成辉

我省发布推进农业“百千万”工程意见 将实施六大强农行动

打造竹木、茶叶等六大千亿产业

本报4月16日讯 今天，全
省金融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金融改革发展稳定
的重要论述，善于观大势、谋全
局， 正确处理金融工作“稳”与
“活”的关系，坚持回归本源、聚
焦实体经济，以金融活促进经济
活；坚持守土负责、主动作为，守
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底线， 以金融稳保障经济
稳。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讲
话，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省领导乌兰、傅奎、黄关春、
黄兰香、王少峰、蔡振红、胡衡华、
谢建辉、张剑飞、冯毅、刘莲玉等
出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
群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鼓励和引导
金融资源“脱虚向实”

杜家毫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
论述，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
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近年来，
全省金融业呈现出运行基本平
稳、总量适度扩大、结构明显优
化、 风险总体可控的良好态势，
但也还存在金融发展难以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金融与实体
经济循环不畅、金融潜在风险和
隐患不容忽视等矛盾和问题。

杜家毫强调，要牢牢把握服
务实体经济这一立业之本，加强
和改善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
引导金融活水更好浇灌实体经
济。 加强对创新开放的金融支
持，积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
才链、资金链嫁接融合，引导金
融资源向重大科技攻关、新兴产
业链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创新
领域集聚，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
重点外贸企业、重大投资项目的
外汇支持力度，引进一批国际金
融机构和中介机构；聚焦实体经
济和产业项目建设，坚决摒弃依
靠基建投资拉动增长、通过高负
债保增长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
赖，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积

极引导金融资源向工业新兴优
势产业链集聚，从风险补偿、贷
款贴息、 财政性存款资源分配
等方面拿出管用的政策措施，
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源“脱虚向
实”；突出薄弱环节配置金融资
源，下大力解决“三农”、小微企
业、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建立健
全结构合理、功能完善、安全高
效的金融体系和地方金融监管
体系， 坚决防止以创新名义规
避监管、 偏离实体经济需要和
使金融产品过分虚拟化。

要坚定不移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许达哲强调， 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根本遵循， 把党中央
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
折不扣地落实到金融工作中
去。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
干部要加强对金融规律的认识
和把握，学会管理风险、管控风
险、管住风险，推动金融与实体
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创造性地
推动全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要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
点，更好地服务重大战略、重点
产业、重大项目、薄弱环节和民
生改善。 要坚定不移防范和化
解金融风险， 重点防范地方政
府隐性债务风险、 降低国有企
业资产负债率、 严打和整治非
法集资、化解金融业自身风险。
尤其是在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
风险方面，要摸清底数，明确责
任，精算平衡，开源节流，清理规
范各类平台公司， 做好债券发
行工作；要刹住违规举债之风，
不能以政府购买服务变相举
债， 不能利用平台公司融资举
债扩大债务规模， 不能利用
PPP、投资基金搞“名股实债”；
加快闲置资产处置、 加速处置
“僵尸企业”、 加力降低经济杠
杆、加强审计、加大问责；民生工
程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杜家毫在全省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

引导金融活水更好浇灌实体经济

每个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县支持1000万元

意见的“工作重点”部分，明确要推进品牌强农、特
色强农、质量强农、产业融合强农、科技强农、开放强农
六大行动，并提出了许多明确的、细化的财政扶持政策。

省政府明确，每年在全省
筛选2至3个区域公用品牌进
行重点扶持，每个品牌连续扶
持3年， 省财政对每个区域公
用品牌营销资金每年支持不
低于1000万元。

每个优势产业要集中打
造1-2个主打品牌，由省财政
对跨县市区联合打造特色农

产品品牌的给予适当支持，对
评为全省“十大农业特色品
牌”的进行适当奖励。

3年内每个县市区至少
完成1家涉农企业股份制改
造， 并在省区域性股权交易
市场挂牌， 省财政给予每家
股改挂牌涉农企业30万元中
介费用补助。

区域公用品牌每年支持不低于1000万元

在推进特色强农行动中，
省政府给出的财政扶持不但名
目多而且数量大。 围绕品牌打
造， 每年支持符合条件的省级
优质农副产品供应示范基地
（示范片）30个以上，3年共建设
100个以上示范基地（示范片），
省财政对每个示范基地（示范
片）支持不低于1000万元。

每年支持100个以上省级
特色产业园建设， 省财政对每
个特色园区支持100万元。全

省每年择优创建10个省级现
代农业特色产业集聚区（现代
农业产业园），省财政对每个集
聚区支持1000万元以上。

各级财政3年支持1000个
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
10000户家庭农（林）场示范场
建设。 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家庭农（林）场示范
场， 在申请省农业信贷担保政
策性贷款时， 省财政给予30%
的基准利率利息、担保费补贴。

每个示范基地支持不低于1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