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8日，多部门联合部署整治“保
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在
京召开。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出席
会议并讲话。总局副局长甘霖主持会
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民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
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在会上就本系统
开展“百日行动”作了部署。

张茅指出，“保健”市场乱象严重危
害民生，严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严
重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社会舆论对此
反映强烈，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予以整
治。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对整治
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此
次多部门联合开展“百日行动”是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以
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
把整治“保健”市场乱象作为关系群众
健康安全的重大民生问题、维护市场秩
序的重要经济问题以及践行执法为民
理念的行动落实到位。

张茅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强横
向协同，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加强部门
间沟通协作，形成齐抓共管的整治格
局。要加强纵向联动，对照任务分工各
司其职、守土有责，建立整治信息报送
制度，强化上下联动，形成“全国一盘
棋”。要加强社会共治，深入动员社会
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百日行动”。

张茅强调，各级市场监管、药监部
门要把“百日行动”作为检验机构改革

成效和锤炼执法队伍的重要实践，加强
案件查办，曝光一批重大典型案例，形
成有力震慑；强化完善食品药品市场监
管，推动食品安全源头治理，综合运用
现场检查、监督抽验、监测评价等手段，
排查化解风险；做好组织协调，履行好
联络各方、汇集信息等职责；加强督导
检查，对工作扎实、成效显著的地方予
以表扬激励，对工作开展不力的予以通
报、督促整改；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促进相关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甘霖在会议总结中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按照这次会议精神和要求，结合本
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关于
开展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
动的通知》有关要求及《行动方案》安排

部署，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协同配合，确
保专项行动达到预期目标、取得扎实成
效。

本次“百日行动”从2019年1月8日
开始，为期100 天。市场监管总局、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民政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
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
中医药局、药监局、网信办等 13 个部
门将在全国范围内加大对“保健”市场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行为的事中
事后监管力度，依法严厉打击虚假宣
传、虚假广告、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扰
乱市场秩序、欺诈消费者等各类违法行
为。

多部门联合部署

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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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 ——
东台市唯一一级驾校

常年招收A1、A2、B1、B2、C1、C2学员
C5（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学员

周末市场

要过年啦！给萌娃们换新鞋吧！德润五楼
百丽、天美意、斯乃纳、迪士尼、特步儿童、好孩
子星站等名品童鞋众多舒适透气的皮鞋、保暖
鞋、运动鞋是宝贝们的新年绝佳装备！

年终钜惠4一6.5折，最低50元起售！
好消息：德润广场一楼鞋城富贵鸟、花花公

子、欧米高、山百惠、万里、木林森、七匹狼、惠
特、大嘴猴等众多品牌新年特惠开始啦！全场
3折起倾情酬宾！精致的、休闲的、时尚的、舒
适的……总有一双好鞋适合你的脚！

好消息：知名女装品牌溪蔻在德润广场一
楼中庭大型特卖火热进行中，全场99元起超低
价温暖巨惠！简约大气的双面羊绒大衣、温暖
时尚的羽绒服、知性优雅的羊毛衫、各种各样
的款式应有尽有，如此超低的价格，好机会您
千万别错过噢！

德润四楼知名女装曼露卡、亿丽黛新年感
恩回馈特惠专场暖心来袭！全场冬季新品5.8
折，部分款一口价特惠！如此惊喜就等你来！

国贸超市德润店“年终大促，疯狂折扣享不
停！

活动一：新年第一波低价风暴、震撼来袭！
1月 11日至 13日德润超市五十余品类低

价风暴：鞋类 4.5 折起售，服装、床品类 5折起
售，生活用品、小家电类6折起售，玩具包类7
折起售、文化体育类7.5折起售、酒水饮料调味
类、休闲食品类、纸品类、化妆洗护、洗涤类8折
起售！

活动二：购物满额送好礼啦！
1月 14日至 17日在德润超市一次性购物

满88元送精美礼品一份，单张小票限送一份，
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活动三：买团购礼品，就去德润超市！
德润超市汇聚海量商品，提供优质服务，承

接各类婚宴、生日宴等喜庆酒水、糖果、各类休
闲食品礼盒、滋补品礼盒等团购，还有送礼心
意首选——德润各种面值储值卡，供您挑选！

活动四：腊八粥——营养好味道！
德润超市推出腊八粥各种做法的热门食

材：黄米、薏仁、花生、栗子仁、核桃仁、莲子、红
枣等，不可错过的生活秘籍，快来选购吧！

金猪贺岁，年货惠！五星电器德润店，新春
全月家电5折起！预存翻倍（省），即日起预存
50 元省 200 元 (购家电消费满 3000 元可使
用）。满额送好礼（赠），购物满 3000 元，赠
KWM保鲜盒三件套，购物满6000元，赠精美
厨具四件套。礼品多多，活动多多，快来选购
吧！

德 润 聚 焦

国 贸 快 讯

德润广场七楼鱼小姐私房烤鱼开业啦！全场 7.8 折特惠，蒜香味烤鱼、黑椒蚝油烤鱼、经典香辣烤鱼、特色
饮品等应有尽有，快来品尝吧！ 谈文佳 摄

本报讯（记者王建生）1 月 8日，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今年第 1 号通
告，公布39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

通告说，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抽
检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肉制品，粮食
加工品，乳制品和食用农产品等5类食品
2111批次样品。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检验和判定，其中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
品2072批次、不合格样品39批次，涉及
微生物、农兽药残留、重金属等指标。

抽检结果表明：南京建邺金鹰购
物中心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北京金地
绿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品、安徽省
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山茶
油；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的标称南宁长生花生油有限责任公司
（分装）生产的花生油，过氧化值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上海联家超市有限公司新里城店
销售的标称上海欣元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肴蹄（猪蹄膀）；辽宁地利生鲜农
产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万达店销售的
标称辽宁诚信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五
香排骨肠；沈阳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于洪广场店销售的标称廖大哥（沈阳）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原味粗肠（肉灌
肠类）；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叶斌多又
好超市销售的标称廖大哥（沈阳）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蒜味香肠（肉灌肠
类）；合肥包河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销
售的标称安徽省蒙城宏健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牛肉干（五香味），菌落总数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四川华润万家好来超市有限公司

西安南关正街分公司销售的标称上海
大鹤蛋品有限公司（日本独资）生产的
鲜鸡蛋；沈阳市于洪区双锐晔超市销
售的标称山东曹县龙凤农副产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无公害乌鸡蛋，氟苯尼考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贵阳乌当文强副食品店销售的土
鸡蛋和洋鸡蛋；贵阳市乌当区童童食
杂店销售的土鸡蛋，氟苯尼考和恩诺
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南
桥市场内（经营者：陆勇）销售的草鱼；
南宁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香格里拉
购物广场销售的五丰三黄鸡；重庆市
沙坪坝区陈家湾农贸市场猪肉摊 005
号摊位（经营者：代永芬）销售的宝肋
肉和后腿肉；沈阳大润发商业有限公
司销售的标称沈阳农家商贸有限公司
生产的农家炊鸡蛋，恩诺沙星（以恩诺
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西安市新城区张文社蔬菜配送部
销售的来自陕西省胡家庙蔬菜批发市
场的韭菜；西安显申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销售的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的韭
菜；辽宁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沈阳重工街
店销售的来自佳万家（天津）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韭菜；广西利客隆超市有
限公司南宁人民店销售的韭菜，腐霉

利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工业区裕民路

488 号裕民集贸市场 1 层 177 号摊位
（经营者：万宗萍）销售的来自上海江
杨路批发市场的梭子蟹；上海市徐汇
区双峰路 300 号（双峰市场内 HA6 号
摊位）（经营者：池定福）销售的来自上
海市宝山区江杨批发市场的梭子蟹；
上海市松江区岳阳街道乐都路 94 号
菜花泾市场内（经营者：包国勤）销售
的来自上海市宝山区江杨批发市场的
梭子蟹；陕西永辉超市有限公司西安
南关正街分公司销售的来自陕西省西
安市炭市街市场的正蟹，镉（以Cd计）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长沙市世纪华联茂尔贸易有限公
司销售的家顺康鲜三黄鸡；上海市松
江区岳阳街道乐都路 94 号菜花泾市
场内（经营者：包国勤）销售的来自上
海市宝山区江杨批发市场的沼虾；上
海市青浦区张君臣水产经营部销售的
来自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北路水产批发
市场的沼虾，呋喃西林代谢物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湖北省武汉市中百仓储超市有限
公司汉南购物广场销售的来自云南省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的上海青（普
通白菜）；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青鱼嘴
生鲜市场（3、4号摊位）（经营者：高正
加）销售的来自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区
农户的芹菜；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百
鲜尚超市销售的来自武汉白沙洲农副

产品大市场的上海青（普通白菜），毒
死蜱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陕西永辉超市有限公司西安公园
南路分公司销售的芹菜，毒死蜱和甲
拌磷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大商集团沈阳于洪新玛特购物休
闲广场有限公司销售的来自沈阳盛发
菜果批发有限公司的豇豆；广西壮族
自治区南宁市白沙农贸市场周雪春个
体工商户销售的豇豆，克百威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 89 号“日月
光中心广场”L1层 L1013号商铺（经营
者：王顺芝）销售的活黑鱼；陕西省西
安市胡家庙蔬菜批发市场 E 排 15-16
号（经营者：郭东瑞）销售的来自江苏
省的鲈鱼，孔雀石绿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

安徽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合肥马鞍
山南路分公司销售的来自安徽康福源
农产品有限公司的豇豆，水胺硫磷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长沙市岳麓区乡美楼饭店销售的
鳙鱼，地西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

南宁润平商业有限公司销售的来
自南宁市恒发蛋品经营部（供货商）的
叮当初生土鸡蛋，氧氟沙星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市
场监管总局已责成相关省级市场监管
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39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
福禄寿喜财,国贸一楼老庙黄金给您带来

好运气,冬季时尚搭配新款上柜啦!简约突显气
质的镜面手镯,具有灵动跳跃感的吊坠,造型
别致,更有彰显气质的毛衣链、时尚优雅的戒
指……品类齐全,款式经典时尚,欢迎体验佩
戴!

“足下精彩，炫出自我”国贸一楼贵派专厅
18年冬款又上新了！加绒韩版短靴、浅口防滑
绒面雪地靴、百搭高帮运动板鞋，每款都舒适
大气，实惠的价格、品牌的享受，欢迎体验选
购！

商情速递：国贸二楼女装区无色无味、诗
梦、舒朗、柳如诗、朝花夕拾等众多女装与您相
约！精益求精的设计，时尚经典的款式，款款
都有它独特的风格！

好消息：国贸二楼针织区鄂尔多斯、海尔曼
斯、珍贝、梦特娇等众多品牌为您准备好了各
种款式的羊绒、羊毛衫，经典的黑色、时尚的红
色、大气的灰色……款式时尚简约，想要什么风
格随意搭配。

好消息：国贸三楼运动休闲区冬季新款正
在火爆热卖中，大嘴猴冬款6折，新佰伦部分5
折，李宁两件7.9折，欢迎选购！

好消息：国贸三楼运动休闲区冬季新款正
在火爆热卖中，瑞弗史东6折，男眼8折，思莱
德部分5折，杰克琼斯部分5折，欢迎选购！

好消息：国贸三楼男装区冬季羽绒服已全
面上柜啦！大白鲨8折，沙驰 9折，杰凡尼 8.5
折，金利来8.8折，卡莱米路8.8折，欢迎选购！

好消息：国贸三楼男装区冬季羽绒服已全
面上柜啦！雷帅6.8折，花花公子7折，博尼卡
乐6.8折，伽巴尼6.8折，欢迎选购！

一、顺风车安全问题
社会影响力：85.25
话题解析
2018年，相继发生“郑州空姐滴滴顺风车遇害

案”和“乐清女孩滴滴顺风车遇害案”，滴滴出行及
其旗下的顺风车业务因此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运营理念与管理方式遭到舆论的诟病。顺风车安
全也引发舆论担忧与质疑，成为消费者关注与讨论
的热点话题。针对上述事件，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安
部以及北京市、天津市交通运输等部门，对滴滴出
行开展联合约谈，责令其立即对顺风车业务进行全
面整改。随后，滴滴出行在全国范围内下线顺风车
业务，并新增了一键报警、安全中心入口、分享形成
至紧急联系人、全程录音等功能。

舆论认为，恶性案件的发生，不法分子固然应该
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滴滴作为平台方存在重大过
失。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消费
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
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因此平台方必须将消费者
的安全放到首位。滴滴出行不能因为忙于追逐市场
利润，疏于对入驻司机的资质审核及服务质量的监
管，更不能放弃平台方对于消费者负有的安全保障
义务。网约车作为全民性、高频次的消费产品给大
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遭遇了安全质疑，舆论表示对
于新生事物仍需包容审慎，期待网约车安全、服务
升级，为消费者出行提供更多选择。（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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