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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亮 通讯员
苏锦安）以人民为中心，守护“舌尖
安全”“绿水青山”，聚焦涉疫犯罪、
打击整治、联动协作，严打食药环
违法犯罪。26日，市公安局公布
一组数据：2020年，全市公安机关
共侦破食药环案件333起，其中公
安部、省公安厅挂牌督办大案17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26人，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790人。

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支队
长孟林说，2020年疫情防控阻击
战打响后，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
队发挥警种优势，切实维护医疗
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
稳定，紧盯群众关切的防疫物资
等热点问题，主动出击，严打制售
假劣口罩、有毒有害食品、野生动
物等涉疫情违法犯罪，全年共侦
办82起各类涉疫情案件，抓获

146名涉案嫌疑人，同时会同相关
行政职能部门深入小商品市场、农
贸市场等进行联合检查，发现违法
线索120余条，配合查处违法案件
50多起，对农村大型聚会进行劝阻
宣传200余次。

在“利剑斩污”、食药“清源”、
“昆仑”等专项打击行动中，南通警
方按照“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的
侦办要求，追根溯源、深挖彻查，先
后破获“1·7”假酒案、“4·16”冻品
案、“6·30”病死羊案、“10·20”污染
环境案、黄某冲等人非法捕捞水产
品案等系列关乎民生的案件333
起，其中17起被公安部、省公安厅
挂牌督办。

紧盯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坚持打防并举，大力开展重点领域
专项整治。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
副支队长李睿告诉记者，针对一些

企业危险废物非法处置问题，公安
机关会同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开展危
险废物产废企业专项“探源行动”，
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
处置等违法犯罪行为。针对部分地
区制售假酒犯罪屡禁不绝的问题，
警方牵头研究分析制售假伪酒品现
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整治方案，严
打制售假劣酒品违法犯罪，先后捣
毁制售假酒窝点25个，查扣各类假
冒高档品牌白酒数千箱。

组织开展春节期间打击猪肉及
其制品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打
击非法转移倾倒处置危险废物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等多个联合行动；会
同医保部门联合印发《医疗保障欺
诈案件查处和移送实施办法》，严打
医疗保障欺诈骗保行为……2020
年，南通警方会同相关行政部门开
展联合检查268次，发现21条犯罪

线索，帮助企业发现整改35个隐患
问题。

警方对外积极加强与市场监
管、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行政部门
的联勤联动，建立健全信息情报共
享机制、重特大案件联合侦办机制、
案件移送协作机制、智慧食药环研
判机制以及食药环犯罪共商治理机
制，对内则深化警种部门之间的沟
通协作，通过加强与网安、刑侦等相
关警种的协作配合，集合各警种优
势资源，在排查发现线索、会商案件
侦办等方面进行合成作战，全面提
升合成打击食药环犯罪效能。

为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公安机
关还深化检法部门协调对接，建立健
全联席会议、联合培训、案件会商等
工作机制，主动邀请检法机关提前介
入，及时解决重点疑难问题，更好维
护人民群众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王玮丽）目前，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全国多地接连出现进口冷链食
品包装物检出新冠病毒阳性样品，
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疫情的风
险明显加大。25日，市市场监管
局发布《致广大市民和全市冷链食
品贮存加工经营单位（个人）的公
开信》，倡议和呼吁严格落实全市
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形成社会
共治合力。

市市场监管局欢迎广大市民朋
友通过直接拨打12315举报热线或
来信、来访等方式，对我市范围内涉

及冷链食品贮存、生产、经营的下列
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一）无证
或无照贮存、加工、经营冷链食品行
为；（二）贮存、加工、经营来源不明
冷链食品行为；（三）2020年11月
23日以后进入南通贮存、加工、经
营的进口冷链食品未进集中监管仓
或仅部分进仓的行为；（四）贮存、加
工、经营2020年11月23日以后进
入南通的无《集中监管仓出库证明》
进口冷链食品的行为；（五）加工、经
营2020年 11月 23日之前进入南
通的无出入境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核酸检测报告、消毒证明的进口冷

链食品的行为；（六）贮存食品的第
三方冷库未按规定备案的行为；
（七）属于市场监管部门职责范围
内，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冷
链食品疫情防控要求的其他行为。

根据《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
奖励办法》，市场监管部门将对举报
线索查证属实的举报人予以奖励。
举报人为食品贮存、加工、经营市场
主体内部人员的，可按照有关标准
加倍奖励。市场监管部门将对举报
人信息严格保密。

市市场监管局再次提醒广大市
民朋友，不购买来源不明的冷链食

品，不从国（境）外网购、海淘物品，不
从国内中高风险地区购买冷链食
品。确需购买进口冷链食品时，应严
格查验该批次食品的入境检验检疫
证明、核酸检测证明、消毒证明或《集
中监管仓出库证明》，也可以通过“支
付宝”“微信”扫该食品对应的“江苏
冷链”电子追溯码查询相关信息。购
物期间要全程佩戴口罩，避免用手直
接接触；结算时提倡使用“支付宝”

“微信”等非接触支付方式，要配合零
售商做好实名登记。在清洗加工进
口冷链食品前，严格做好内外包装消
毒，并做到生熟分开、烧熟煮透。

29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学
生将正式开启寒假生活。学生放
假了，但安全可不能放假。日前，
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寒假安全提
醒，要求加强安全约束，共同守护
孩子们的假期安全。

假期“防疫”不能松懈。一定
要增强个人防护意识和能力，保
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和饮食习惯，
少串门、不聚集，外出要戴好口
罩，原则上不得前往国（境）外和
境内中高风险地区、不跨省域长
途旅行，一旦发现有发热、乏力、
咳嗽、打喷嚏及其他有关症状，要
及时报告。

冬季天气干燥，火灾易发。
家长要教育孩子不玩火、不放火，
远离打火机、火柴、燃气阀等物
品，不用湿手触碰开关，不玩弄电
线插头。使用取暖设备的时候一
定要远离沙发、窗帘等易燃物；不
要在同一个插座上使用多个大功
率电器，不整夜充电；有条件的
话，家中适当配备灭火器、防烟面

罩、逃生绳等器材，确保火灾初起
时能及时扑救，火灾蔓延时能顺利
逃生。

居家隐患一定要尽早消除。保
持室内清洁，常通风换气，日常用品
经常消毒清洗；告诉孩子独自在家
时，不给陌生人开门；教育孩子远离
阳台、窗台等危险区域，拒绝把玩剪
刀等尖锐物品；将药品和危险化学品
放到孩子不易接触的地方，谨防孩子
误食或误喝；尽量不把孩子单独留在
家中。

交通安全切莫忽视。教育孩子
在路上行走时，要遵守交规，不追逐
打闹，不横穿马路；告诉孩子未满12
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
能骑电动车上路；教育孩子不要在车
上吃东西，防止紧急刹车时，咬到舌
头或食物误入呼吸道造成窒息；家长
骑电动车带孩子时，一人一盔，不超
载；家长开车带孩子外出时，要让孩
子坐在后排座位，建议4岁以下孩子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不要抱着孩子坐
在副驾驶位上。

本报讯（记者李彤）记者26
日从中华慈善博物馆了解到，该馆
拟于2021年7月举办张謇慈善活
动业绩展，即日起至4月底向社会
公开征集张謇慈善活动相关藏品。

“慈博馆落户南通与张謇先
生对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突出贡
献密不可分。由于空间有限，张
謇虽为慈博馆基本陈列中的重要
展陈人物，但其慈善业绩并未得
到全面、充分的展示。”慈博馆馆
长胡达表示，为能进一步弘扬和
传承张謇慈善精神，此次藏品的

征集范围主要为：反映张謇兴办慈善
事业的重要物证，如捐赠收据、书法、
信函、报刊、照片、文件档案、徽章、碑
刻等；张謇所办慈善机构的相关物件、
证件、证书、印信、勋章、档案、契约、徽
章、照片等；其他反映张謇慈善活动的
相关文物、藏品、资料等。

藏品征集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以
捐赠、借展、征购三种方式为主。如
果您有好的藏品，欢迎与慈博馆联
系，电话：0513—55002603，邮箱：
zhcsbwg@163.com。

本报讯（记者严春花 见习
记者杨钰颖）26日，南通华达微
电子集团举行一年一度的华达慈
善救助慰问金发放仪式。在新春
佳节来临之际，为困难职工送去
温暖和帮助。

华达慈善基金会成立于
2008年，专门用于资助华达微电
子集团内部家庭贫困的在职、退
休职工以及周边社区特别困难职
工。据统计，截至目前，华达慈善
基金累计发放 230 万元，惠及

1300多人次。
2020年，在新冠疫情和国内外

经济下行背景下，华达集团攻坚克
难，实现了超预期发展，预计全年营
收可实现过百亿目标。今年，华达基
金春节慰问也扩大了救助力度和范
围，救助总额24.8万元，比去年高出
30%。企业一直关心关注退休职工，
特别是年老体弱退休职工的疾苦，着
力向他们倾斜。此次华达基金春节
慰问，退休职工有78人，比例达到
70%。

本报讯（记者陈可 见习记
者江姝颖）26日，南通开发区举
行重点企业慈善捐赠仪式，37家
单位认捐总额达7000多万元。
其中，罗莱生活科技有限公司在
会上宣布，成立罗莱慈善基金，5
年内预计捐赠4000万元。

罗莱慈善基金是由罗莱生活
科技有限公司热心于慈善公益事
业的核心成员发起，联合部分供
应链企业，发动员工志愿者参与

的公益慈善基金。本次罗莱慈善基
金的设立，将延续以往个人出资方
式，依托开发区慈善会平台，每年捐
资并募资预计不少于800万元善款，
部分用于原有项目的继续资助，部分
用于新的社会急需的资助项目。

近年来，南通开发区在加快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积极统筹各类资源，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基层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保障“舌尖安全”守护“绿水青山”剑指涉疫犯罪

警方去年侦破食药环案件333起

即日起至4月底
慈博馆征集张謇慈善活动藏品

困难职工喜领新春慰问金

华达慈善基金累计发放230万元

南通开发区举行慈善捐赠活动

37家单位认捐总额逾7000万元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

学生放寒假安全别放假

特约

对涉冷链食品违法违规行为说“不”
发现七种情形可举报

25日，两幅以长江、黄河流域古建筑为主题的巨幅仿真绣作品亮相启东市吕四港镇。图为几位工作
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装裱。两幅作品高7.5米、宽1.9米，采用国家级非遗仿真绣技艺创作，15个刺绣师
傅历时3个月完成。 记者 许丛军摄

采用安全高效新技术

轨交1号线一期工程
迎来重大施工节点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24日，南通
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迎来重大工
程节点，由中国铁建十四局集团施工的
超大断面矩形顶管机横穿工农路之后
在洪江路站1号出入口接收井破土而
出，顺利完成了顶管法过街通道施工。

工农路采用双向八车道设计，是南
通车流量大、交通繁忙的城市主干道之
一。传统明挖法既影响路面交通，也对
地层扰动较大。项目部采用顶管法施
工，在工农路以东设置始发井，以西为
接收井，全程将穿越砂质粉土、粉砂等
地层，施工难度大、风险系数高，项目部
高标准、严要求，最终实现顶管的顺利
接收。

“此台顶管机宽7.4米、高4.9米，根
据南通富水砂层自主设计研发制造，机
械化程度较高，具有自动测量、实时纠
偏、注浆减摩等系统，保障了此次工农
路的顺利贯通。”项目技术负责人郭晓
炜介绍说。

据悉，此次顶进工作自始发到接收
仅用时22天时间，相比于传统明挖法
工期节省三个多月。南通地铁建设者
们安全、高效地完成新技术、新工艺，实
现超大断面矩形顶管施工技术在南通
轨道交通高渗透富水砂层下施工建设
的第三次成功穿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