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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请交易双方妥
善查验双方相关有效证
件，本栏目信息不作为承
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搬家清洗

搬家，室内外清洗，拆装，空调，落水管
88135500桃园

网上订餐：www.lihua.com

888117114008800400
承接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团餐

捷成餐饮
常州市放心餐饮示范单位

88991528专业团膳供应商
网址：www.czjccy.cn

大娘水饺
送餐时间：10点 -21点

送餐专线86683377专线8668727288101717
盒饭送餐时间：10点 -19点 30 综合

信息

免费提供
上门报务

广告刊登热线
86677982
86677995

代办点地址
钟楼区北大街新
闻大厦北门一楼
大堂便民代办点

本栏目信息与
微信朋友圈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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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地址：和平中路413号报业传媒大厦（南侧）辅楼三楼313室 电话：86677982
◆代办点地址：北大街新闻大厦北门一楼大堂便民代办点（新纪世对面)电话：68662035

广告刊登热线：86677982 86677985

新华社南宁电 记者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食药监
局获悉，该局近日公布了
包括肉制品、速冻食品、薯
类和膨化食品、炒货食品
及坚果制品、水产制品、豆
制品 6 类共 152 批次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信息，19 批
次食品不合格。其中，柳
江县徐记龙凤食品加工厂
生产的 1 批次“五香味瓜
子 ”（生 产 日 期 ／ 批 号 ：
2016／7／13）检出二氧化
硫。

食药监专家称，二氧
化硫在食品加工中具有
漂白、防腐、杀菌等作用，
但过量食用会引起恶心、
呕吐等胃肠道反应。二
氧化硫不符合标准的原
因可能是个别生产者在
加工干果时，使用劣质原
料以降低成本，其后为了
提高产品色泽或增加原
料保质期而超范围使用
二氧化硫。消费者食用
后，严重时可能产生喉头
痉 挛 、支 气 管 痉 挛 等 症
状。

自治区食药监局通报

称，本次抽检还包括广西
南宁市日日升食品有限公
司、广西南宁市珍惠林贸
易有限公司、广西南宁市
庄家铺子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花生”各1批次过氧
化值超标，广西靖西县鹏
滨食品有限公司、靖西县
德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野山椒凤爪”等3批次肉
制品菌落总数或山梨酸超
标，桂林漓江鱼食品有限
公司、佛山市乐之园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阳朔啤
酒鱼”等8批次水产品菌落
总数或山梨酸超标，柳州
市福又来食品厂生产的 1
批次“清爽凉皮（豆制品）”
检出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不
合格。另有柳州市湘仔食
品厂、玉林市荣美食品厂
生产的3批次膨化食品不
合格。

据介绍，广西已组织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
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
企业依法查处，并责令违
法生产经营企业及时采取
措施下架、召回不合格食
品。

瓜子中检出二氧化硫

广西19批次食品不合格
已责令下架、召回

新华社合肥电 记者
24日从安徽省食药监局获
悉，该局2016年第49期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的848批
次样品中，不合格样品有
35批次，全部为饮料类，目
前均被责令下架、召回。

据介绍，不合格产品
中有很多批次纯净水、矿
泉水均检出铜绿假单胞
菌不合格。食药监专家
称，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
条件致病菌。饮料中的
铜绿假单胞菌超标可能
是源水防护不当，水体受
到污染；生产过程中卫生

控制不严格，如从业人员
未经消毒的手直接与水
或容器内壁接触；或者是
包装材料清洗消毒有缺
陷所致。

目前，这些不合格产
品企业所在地的食药监
部门已按照食品安全法
等相关规定，责令生产经
营企业及时采取下架、召
回等措施。同时，食药监
部门对不合格产品的生
产经营者进一步调查处
理，查明生产不合格产品
的批次、数量和成因，制
定整改措施。

纯净水不“纯净”

安徽责令召回35批次
不合格饮料类产品

长三角共建首个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区域合作示范区

企业失信将在长三角区域内“寸步难行”
失信企业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一个省骗一年
就能骗30年——这样的
行为，未来在长三角地区
或将不复存在。记者近
日获悉，国家发改委批复
同意长三角地区创建国
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区
域合作示范区，这是全国
首个信用建设区域合作
示范创建区。

随着数据互认、联动
奖惩的进一步推进，信用
的好坏，将真正与个人生
活、企业经营全面挂钩。
苏浙沪皖的企业如果在
食品药品、产品质量、旅
游环保等领域发生失信
行为，在整个长三角区域
都将“寸步难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金兴明说，长三角旅游领域
联动奖惩是信用联动的突破
口。现在要做的，是全力推进
信用制度创新，以市场化奖惩
机制放大信用联动奖惩社会
感知度，形成政府、市场、行业
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共治格局。

“我们正在形成旅游信用
信息的三张清单。”上海市经
信委相关负责人说。一张“数
据清单”，推进长三角区域旅
行社、导游、领队等主体登记
类、资质类、监管类信用信息
共享；一张“行为清单”，对极
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和增信行
为的认定，科学推进长三角旅
游领域“红、黑名单”标准统
一、结果互认；一张“应用清
单”，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旅
游平台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等
在综合监管、行业自律、市场
合作、金融服务方面建立查询
应用机制和具体举措，实施全
过程信用管理和联动奖惩。

据介绍，未来长三角还将
探索联合建立区域内重点领
域失信黑名单制度，以行政监
管性惩戒带动市场性惩戒、行
业性惩戒和社会性惩戒，加快
形成“四位一体”的失信惩戒
联防体系。“选择了百姓比较
关心的，经济活动比较重要的
环保、食药等领域重点推进。”
浙江省信用办副主任、省信用
中心主任王宁江说。

侵权假冒呈现出更加复杂的跨区
域特点。这给执法带来了困难，涉及各
地农业、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督、知
识产权等诸多部门的联动协调，甚至可
能遭遇地方保护的壁垒。有的网销售
侵权假冒商品的主体，其网络身份在现
实中倒卖数次，查五层才能查到源头。

2015年以来，长三角地区针对信
息化时代市场跨区域、跨行业融合发展
的趋势，建立了长三角地区打击侵权假
冒长效机制，加强专项行动联动，充分
发挥信用机制在市场治理中的关键作
用，构建新型流通治理模式。

如今“中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网”
上，“长三角地区打击侵权假冒行政处
罚案件动态信息”窗口已经上线。点击
沪苏浙皖赣名称图标，还可以查看案件
的详细公开信息。长三角地区双打办
还积极开展督查，如加强考核、实地查

看、电话联系等，加强对各执法部门的
统筹协调，不断规范信息公开内容。

公开的同时，案件协作也正在破
冰。2016年8月，长三角正式联合开
展代号为“2016-长三角云剑”的长三
角打击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行为专项
行动。行动以区域合作、政企协作、两
法衔接为抓手，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
通过联合开展专项行动，协作查处网络
侵权假冒案件，共同铲除互联网制假售
假产业链条，净化长三角区域网络市场
环境。

出现商标侵权不是一省、一地的
事情，企业到多地市场打假的需求很
大。上海市工商局商标处处长林海涵
说：“打假协作、共同办案等机制，有利
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让失信企业不能
打一枪换个地方，失信行为甚至可能导
致评选著名商标等奖励时一票否决。”

安徽图强公司是安徽省滁州市来
安县一家文具生产企业，公司董事长赵
强一直热心公益事业，被评为“来安好
人”。令赵强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好
信用竟然为公司争取到了贷款。

2016年上半年，图强公司因急需
购置一批原材料，申请700万元流动资
金贷款。来安农商行了解情况后，立即
启动“道德信贷”办贷流程，仅用3天，
就向图强公司发放 700 万元“道德信
贷”。

信用的价值正在遍地开花：上海
图书馆发出信用借书卡，只要信用过
关，从办卡到借书一站式免费通行；长
三角区域将在环保领域的国控重点企
业管理等方面，建立“数据清单”以指导
信息记录和披露，形成信息记录规范、

信用评价分类标准和应用清单。
不过专家也认为，由于信用相关

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信用信息公开的范
围有限，跨区域对失信行为市场化、社
会化惩戒还存在一些障碍，尚未形成切
实有效的区域信用联动奖惩机制，信用
对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用尚
未得到完全发挥。

上海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以信用制度建设与完善为核
心，充分发挥三省一市政府部门在信用
体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围绕旅游等重
点领域，在信用信息归集、应用、信用服
务市场监管等方面，共同研究出台区域
性、指导性、基础性的信用管理制度，让

“信用长三角”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金名片”。 新华社

联动处罚，
“黑榜”震慑失信者

协同监管，假冒案件“全公开”

数据互认，打造跨地区“信用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