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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重拳出击！
6部门联合整治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梁平区食药
监分局执法
人员在药店
检查保健食
品经营情况

2017年12月1日，梁平区工商分局双
桂工商所在巡查中发现，该区红十字医院内
涉嫌非法“会销”。在立即通报该区食药监
分局后，半小时不到，梁平区工商分局、重庆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梁平区分局的执法
人员随即展开了联合查处行动。梁平区公
安局则保持案情跟踪，既保障执法行动的顺
利开展，又对涉嫌犯罪进行立案侦查。

而这只是该区在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
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中，联合执法的一个
缩影。近一年来，为进一步加强食品、保健
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该区紧密围
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庆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整治工作部署，通过铁腕整治，
正有力有效治理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市场乱
象。

据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梁平区
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整治行动由该区
食药监分局牵头，区商务局、区公安局、区文
化委、区工商分局以及区网信办等6个部门
联合发起。整治的内容包括：未经许可生产
食品和保健食品、经营食品和保健食品、进
口食品和保健食品行为；食品和保健食品标
签虚假标识声称行为；利用网络、会议营销、
电视购物、直销、电话营销等方式违法营销
宣传、欺诈销售食品和保健食品行为；未经
审查发布保健食品广告以及发布虚假违法
食品、保健食品广告行为；其他涉及食品、保

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而为切实推进快速行动，该区还进一步

明确了主责意识，强化了组织领导。作为整
治行动牵头部门，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梁平区分局积极发挥食品、保健品欺诈和
虚假宣传专项整治“主力队”作用，成立了该
分局“一把手”任组长，区商务局、区公安局、
区文化委、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分局、区网
信办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及时制定出台整治方案，形成食药监管
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协同推进的整治工作机
制，加大协同作战力度，统筹实施监管打击
行动。

同时，为实现整治行动有效打击，该区
由区食药监分局牵头，区食药监分局、区工
商分局、区公安局3部门各派出3人组成了
专项整治工作组，针对城区疑似“会销”重点
监控对象，开展专项检查。并在日常监管
中，做到了一家通报、三家出击，形成联合打
击态势，做到"零容忍"。

其带来的成果也十分明显。截至目前，
在专项整治中，该区共出动执法人员1312
人次，检查保健食品专卖店641家次，检查
食品经营企业1634家次，监督抽检保健食
品20批次，依法查处食品、保健食品违法案
件115件，处罚没款70余万元，极大的打击
了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违法行
为。

一名90后老板在卖羊奶粉时向市民
传播虚假信息，不但损害了其他经营者合
法权益，还干扰了消费者正常选择，扰乱了
市场竞争秩序，该店主最终被工商部门罚
款5000元。

重庆晚报记者昨日从南岸区工商分局
获悉，今年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后，重
庆首起商业诋毁案在该区结案。

家里老人近来不喝牛奶了
今年春节前，重庆市工商局12315消费

者投诉举报平台接到一个来电：消费者杨女
士电话中称，不知怎么回事，家里老人近来
不喝牛奶了，非要换羊奶喝。询问老人后才

得知，这事跟南岸区弹子石新街附近一家羊
奶粉销售店有关。杨女士前往这家羊奶粉
店想进行了解，进门后大吃一惊，店内竟然
毫无顾忌地对外宣传“特仑苏遭遇‘致癌
门’，你们喝的都是毒牛奶”等内容，店员还
宣称羊奶粉好，能消炎、抗衰老。“我觉得不
对劲，就来举报了。”杨女士认为，该店宣传
内容过分夸大，希望工商人员介入调查。

当天，弹子石工商所执法人员前往现
场检查，没想到，这样的宣传连执法人员也
感到震惊。

店主制作虚假信息PPT
据弹子石工商所罗所长回忆，当天，

他和同事前往杨女士举报的优生活羊奶
专卖连锁。该店店面约40平米左右，老
板和3名店员当时正卖力促销。该店老板
很年轻，90后，自称姓李，是陕西优利士乳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加盟商。该店老
板出示了工商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
等材料。罗所长直奔店内小屋，在一台电
脑上，发现了循环播放的PPT图文，里面
涉及了杨女士举报的相关内容。他当即
把相关材料下载、存储、打印，并将证据予
以固定。

罗所长说，经调查该店为更好推广自
家产品，从网络上下载图文，并制作了一段
羊奶和牛奶对比的PPT文件，对进店消费
者进行现场演示。该店主编造、传播无任
何官方依据证明“特仑苏遭遇‘致癌门’”事
件的虚假信息，同时，该PPT还诱导性地诋
毁整个牛奶行业。

记者从该PPT中看到，店主以“饮奶健
康与饮奶安全”作标题，图文涉及“国内高
龄奶牛靠激素产奶”“牛奶过期了变味了，
再回锅生产”等内容。

罗所长说：“这是我执法10年来第一

次遇见这样的商业诋毁案，稍微有点诚信
意识的商家，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行政处罚记录在案依法公示
记者从重庆市工商局获悉，此案是新

《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以来，重庆工商部
门查处的首起涉嫌商业诋毁的案件。

罗所长说，该店主的行为违反了新《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规定，属于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
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违法行为。此
举还干扰了消费者正常选择，扰乱了市场
竞争秩序。根据相关规定，南岸区工商分
局对当事人已作出“责令当事人消除影响
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记者了解到，由于该店主积极配合工
商部门整改，态度良好，被罚5000元。受
到的行政处罚，已被记录在案，工商部门将
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对该店主违法
行为进行依法公示，征信将会受到一定的
影响。

重庆晚报记者 李琅 南岸区工商分
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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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晚报讯 （记者 范圣卿）重庆晚
报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我市今天将召开
环境保护集中督察动员会，正式启动第三
批环保集中督察。

督察组将入驻黔江区、开州区、梁平
区、武隆区、城口县、垫江县、忠县、云阳县、
巫山县等14个区县。至此，我市将在中央
环保督察下沉督察8个区县的基础上，实
现市级环保集中督察区县全覆盖。

据介绍，第三批环保集中督察的督察

工作主要针对14区县党委、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开展，并下沉到部分乡镇（街道）。督
察工作将坚持问题导向，进驻时长约20
天，主要采取听取汇报、调阅资料、个别谈
话、走访问询、受理举报、现场调查等方式
开展。

在督察期间，督察组将向社会公开督
察的有关安排，公开督察组专用电话和邮
政信箱，全程受理群众环境保护方面的来
信来电。

第三批市级环保集中督察今日启动

今年，我市计划从普通高校毕业生中
直接招收士官（简称直招士官）139人，包
括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土建施工、护
理、广播影视等专业。直招士官工作从6
月开始，至8月上旬结束，网上报名时间截
止7月10日，广大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可
登录“全国征兵网”报名应征（报名网址：
http：//www.gfbzb.gov.cn）。

一、招收对象和条件

招收对象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所
学专业符合部队专业需要，男性，未婚，年
满24周岁以内（1993年 8月 1日以后出
生）。政治条件和体格条件分别按照《征兵
政治考核工作规定》、《应征公民体格检查
标准》及有关规定执行。

中共党员、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国家科
技进步奖获得者、军人子女、烈士子女优先
招收。

二、报名方式

直招士官采取网上报名，普通高等学
校男性毕业生可登录“全国征兵网”查询
招收专业，符合专业条件的在进行大学生
网上预征报名的同时申请参加直招士官
报名。

高校所在地县级以上征兵办公室结合
开展大学生预征，组织对直招士官报名对
象进行初审初检和后续招收工作。报名人
员因招收员额限制未被录取的，仍然可以
参加义务兵征集。

三、招收程序

直招士官按照报名登记、体格检查、政
治考核、专业审定、批准入伍、签订协议、交
接运输的程序办理。县级以上征兵办公室
负责组织对报名人员进行体格检查和政治
考核，合格者由县级以上征兵办公室会同
学校或者有关部门进行专业审定。对体格
检查、政治考核、专业审定合格者，经全面
衡量，择优批准服现役，并签订《招收士官
协议书》。

四、相关政策待遇

1.经直接招收入伍的士官，由批准入
伍县（市、区）征兵办公室发放《应征公民入
伍通知书》，其家庭享受军属待遇。

2.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毕
业生，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
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实行
代偿。

3.直招士官在服役期间表现优秀、符合
有关规定的可以按计划选拔为现役军官。

4.直招士官入伍后首次授衔级别，由
所在部队按照审批权限下达士官任职命
令，并授予相应军衔。招收的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其高中（中职）毕业后在国家规
定学制内在校就读的年数视同服现役时
间；其中，普通本科毕业生入伍后授予下
士军衔，服役满1年后授予中士军衔；高
职（专科）毕业生入伍后授予下士军衔，服
役满 2年后授予中士军衔，月工资均在
4300元以上，具体金额由军兵种和工作
岗位确定。

5.直招士官符合退休、转业或者复员
条件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分别作退休、转
业或者复员安置；符合退休或者转业条件，
本人要求复员经批准也可以作复员安置。
符合转业条件以转业方式退出现役的、符
合退休或者转业条件以转业方式退出现役
的、符合退休或者转业条件以复员方式退
出现役的，由入伍时常住户口所在地县
（市、区）或者上一级政府接收、安置，也可
以由其父母、配偶或者配偶父母常住户口
所在地县（市、区）政府接收、安置；其他以
复员方式退出现役以及因故不能退休、转
业或者复员方式退出现役的，由入伍时或
者父母常住户口所在地县（市、区）政府接
收。 重庆晚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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