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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日前
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了
当前食品安全面临的形势、
提出了总体要求和目标：到
2020年， 基于风险分析和供
应链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
系初步建立； 到2035年，基
本实现食品安全领域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意见》要求实行最严厉
的处罚，完善法律法规，加快
完善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
案件的司法解释， 推动危害
食品安全的制假售假行为
“直接入刑”。

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将从重处罚

《意见》提出，必须深化
改革创新，用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进一步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 确保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意见》要求，严把产地
环境安全关、 农业投入品生
产使用关、 粮食收储质量安
全关、食品加工质量安全关、
流通销售质量安全关、 餐饮
服务质量安全关。

《意见》要求，完善法律
法规，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
加强基层综合执法，强化信
用联合惩戒。研究修订食品
安全法及其配套法规制度，
修订完善刑法中危害食品
安全犯罪和刑罚规定，加快
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研
究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推
动农产品追溯入法。 加快完
善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
件的司法解释， 推动危害食
品安全的制假售假行为“直
接入刑”。

《意见》要求，明确监管
事权，加强评议考核，严格责
任追究。对参与、包庇、放纵危
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弄

虚作假、干扰责任调查，帮助
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依法
从重追究法律责任。

实施国产婴幼儿
配方乳粉提升行动

《意见》提出建立食品安
全追溯体系。 食用农产品生
产经营主体和食品生产企业
对其产品追溯负责， 依法建
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确保
记录真实完整， 确保产品来
源可查、去向可追。国家建立
统一的食用农产品追溯平
台， 建立食用农产品和食品
安全追溯标准和规范， 完善
全程追溯协作机制。

《意见》提出实施国产婴
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在
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全
面实施良好生产规范、 危害
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自
查报告率要达到100%。完善
企业批批全检的检验制度，
健全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
常态化机制。 禁止使用进口
大包装婴幼儿配方乳粉到境
内分装，规范标识标注。发挥
骨干企业引领作用， 加大产
品研发力度，培育优质品牌。
力争3年内显著提升国产婴
幼儿配方乳粉的品质、 竞争
力和美誉度。

《意见》提出实施校园食
品安全守护行动。 严格落实
学校食品安全校长 (园长)负
责制，保证校园食品安全，防
范发生群体性食源性疾病事
件。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实
行大宗食品公开招标、 集中
定点采购， 建立学校相关负
责人陪餐制度， 鼓励家长参
与监督。对学校食堂、学生集
体用餐配送单位、 校园周边
餐饮门店及食品销售单位实
行全覆盖监督检查。 落实好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保证学生营养餐质量。

■据新华社

5月20日， 省政府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我省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回头看”整改、长江保护修护攻坚
战及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
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16项整改任务有序推进

5月5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我省正式反馈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及洞庭湖专
项督察意见后， 我省制定印发了
《湖南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 及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
（下简称《整改方案》），将中央督察
组反馈我省的41个问题细化分解
到各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形成整
改任务清单，共116项。

根据《整改方案》“30个工作日
内研究制定整改方案，6个月内上
报整改情况” 两个时间节点要求，
整改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从5月6日至6月14日是制定
方案、动员部署、立行立改阶段；从
6月中旬至12月底为全面推进整改
阶段，通过每月调度、定期督察、阶
段推进， 着力推动整改任务完成；
2020年1月以后，对各地各部门上

报整改情况进行验收、逐条对账销
号，上报国务院，持续推进未完成
整改的任务。

明年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

记者从会上获悉，省生态环境
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制定了《湖
南省贯彻落实〈长江保护修复攻坚
战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近期将印
发实施。

据悉，我省长江保护修复攻坚
战以长江干流、主要支流及重点湖
库为重点，重点推进城镇污水垃圾
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及尾矿库污
染治理“4+1”工程，开展重点断面
整治、入河排污口整治、自然保护
区监督管理、“三磷” 排查整治、固
体废物排查整治、 饮用水水源保
护、工业园区规范化整治、黑臭水
体整治等八大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要求，通过污染治
理攻坚，到2020年底，实现全省长
江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
的国考断面比例达到93.2%以上、
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地级城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优良比例不
低于96.4%的目标。 ■记者和婷婷

挂图作战

“河南周口婴儿丢失事件”有
新进展。5月20日，记者从知情人处
获悉， 该事件系男婴母亲因家庭
矛盾，和其亲友策划“自导自演”。
目前参与策划的多人已被拘留，
“（男婴）母亲尚在哺乳期，等哺乳
期过后也将受到处理。” 另一位接
近警方的知情人士亦证实， 事发
后参与策划者迫于社会压力主动
向警方说明情况。目前，参与策划
的多人已被拘留。（5月20日《新京
报》）

就在4月29日， 曾经轰动一时
的“乐清失联男孩”案有了结果，当
天上午，乐清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乐清失联男孩”母亲陈某涉

嫌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一
案，并当庭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
信息罪， 一审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
年3个月。案情背景为：男孩母亲陈
某因与在外经商的丈夫存在感情
纠纷，为测试其丈夫对其及其儿子
是否关心、重视，蓄意策划制造了
该起虚假警情。

此次的“河南周口婴儿丢失事
件”与“乐清失联男孩”案如出一
辙，均系母亲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这不仅透支了公众的信任，也极大
地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造成极其
恶劣的影响。在乐清案中，不少网
友认为刑罚过轻， 之所以如此，是
因为社会公共资源本属于全民共

有， 尤其是像警力这样的资源，其
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和公民的安
全，若有人任性为之，导致警力被
滥用，则必定会使得公共秩序被严
重扰乱。乐清和周口这两起事件都
是如此，寻人信息发出后，当地都
出动了大量警力寻找，乐清当地甚
至出动了600多警力进行搜寻，媒
体也广泛参与，是声势最大的一次
寻人。

除此之外，由于寻人信息发布
到网络之后，不少网友转发，扩散
速度极快，更有一些热心志愿者参
与到搜寻救援工作。在人们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后，事情的反转让热心
人士大跌眼镜，极大地伤害了公共

情感，更尴尬的是，网络上的一些
寻人事件同时也受到连累，陷入信
任危机。这种极其没有公共道德意
识的荒唐行径，造成的伤害无疑是
多方面的，就像“狼来了”一样，反
复上演，最终摧毁人们对此类事件
的信任。

据两起新闻披露的内容来看，
当事人都有“难言之隐”。但无论什
么样的原因， 都不能构成编造、传
播虚假信息、浪费公共资源的理由，
在求助事件中，“亲人失踪” 尤其是
“孩子失踪”的信息是最能引发人们
同情心并付诸行动力去帮助的，不
管是在网上帮忙转发， 还是身体力
行去援助，这都是来自陌生人的宝

贵善意，这在“陌生人社会”中也是
极其难得的，但如果这种善意被透
支和破坏，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基
础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两起事件中的当事人均受到
了刑罚，周口婴儿的母亲由于尚处
哺乳期，暂时未被拘留，哺乳期过
后也将受到处理。这也再次给人们
敲响了警钟，公私不分，主观故意
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导致公共资
源极大的浪费，这种行为必将受到
法律严惩。希望那些法律意识淡薄
的人引以为戒， 要分清法律的边
界，不要任性妄为，因为这最终还
是要付出代价的。

■本报评论员 张英

该治治这类不断上演的疯狂闹剧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推动食品制假售假行为“直接入刑”

“三步走”完成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省政府回应环保热点：长江流域水质明年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

连线

近日，记者看到
岳阳市北大湖换新
颜， 水体整治见成
效，水质好转，成了
市民休闲散步的好
去处。

记者 和婷婷 摄

“2019年夏季攻势”
十大类重点任务

今年，我省将继续发起污染防
治攻坚战“2019年夏季攻势”，并
确定了十大类重点任务：

1. 长江经济带18个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

2. 长江和湘江干流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

3.城镇黑臭水体整治
4.“千吨万人” 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划定和环境问题排查整治
5. 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生态环

境问题整治
6.禁养区应退养养殖场清零和大

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全配套
7.建筑施工工地扬尘防治
8. 长株潭及大气传输通道城市

锅炉窑炉提标改造
9. 自然保护区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整治
10.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指出的矿山以及尾矿库生态环境问
题整治

长江保护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