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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破除谣言除谣言
成都抽检10批次大闸蟹
均未检出重金属超标

又是菊黄蟹肥时，大闸蟹重金
属超标的传言再次有了市场。近
日，甚至还有人称食用蟹黄可能致
癌。

这一传言被成都食安检测预
警数据中心采集到后，成都市食药
监局迅速组织对市面上的大闸蟹
开展抽检监测。为获得更为全面
准确的抽检结果，成都市检研院采
集了成都市范围内各大型批发市
场的鲜活大闸蟹10批，包括成都农
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成都市锦江区
青石桥农贸市场、成都市武侯区红
牌楼海鲜市场等。

抽检监测项目为：柠檬黄、日
落黄、胭脂红、苋菜红等8项人工合
成色素，以及铅、镉、甲基汞、无机
砷、铬5项重金属指标。

19日，成都市食药监局通报本
次抽检结果，此次结果初步表明，
成都市售大闸蟹的色素和重金属
的检测结果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为了更全面、客观地反映成都
市乃至全国鲜活蟹中蟹黄的重金
属含量状况，成都市食药检研院目
前正在增加抽检监测的批次。成
都市食药监局特别提示：消费者在
购买到或在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食
品时，请拨打12331热线电话进行
投诉或举报。

智智慧食安慧食安
成都建立食安数据中心
年处理6.8亿条数据

快速采集食品安全舆情信息，

迅速进行安全抽检，及时击碎谣
言。这得益于成都率先探索“智慧
食安”尝试。

去年9月以来，成都市委、市政
府依托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在该院原有检验检测数据基础
上，整合企业信用、检验检测、网络
舆情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数据，打
通食药、卫计、农业、工商、质检等
部门“信息孤岛”，成立成都市食品
安全监测预警数据中心，在全国率
先全面打通全市食品安全数据。

根据创建要求并结合“智慧城
市”建设，成都积极探索食品“智慧
食安”新模式，将移动互联网、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终端等新
一代互联网技术与监管工作深度
融合，构建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协

同高效、公众全方位参与的现代智
能化管理系统。

目前，数据中心已经整合了来
自标准化研究院7000多万条商品
信息数据；来自农委、卫计委、工商
局和质检局9.6万条政务数据；含第
三方检验检测机构与快检在内的
912万条检验数据；以及年均6.8亿
条舆情数据。

通过监测舆情信息，数据中心
已击碎多个食品安全谣言，避免了
引起市民恐慌。

发现缺发现缺陷陷
1到8月 成都监督性抽检
问题发现率提升8%

数据中心首席专家、电子科技

大学教授周涛说，数据中心除了在
依据国家标准进行检验检测以外，还
有望主动发现标准中存在的缺陷。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院长万渝平说，数据中心通过探索
智能监管模式，监管效率有了很大
的提高，这有助于全面提升食品安
全风险的感知、筛查、分级、预警和
防控能力。同时，可以主动发现现
行标准的缺陷，定量标识企业信用
水平，倒逼企业诚信守法。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成都
监督性抽检问题发现率从2.36%
提升到10.71%。哪家食品企业多
次被检出问题，哪个领域问题更
为严重，哪个时段什么食品安全问
题较为突出，数据中心都可以分析
出来。然后一经公布，公众就可以
通过网站、APP等途径查阅相关数
据。

建设建设机制机制
率先实施28类市场准入
完善食安制度建设

在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
上，成都率先对28类实行了食品生
产许可制度的食品严格实施市场
准入，并建立了蔬菜、水果等6类食
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的
衔接机制，在郊区14个区（市）县建
立了146个综合性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机构，确保食用农产品安全准
出，并严格凭“三品一标”和检验检
疫合格证明准予入市销售。同时，
还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了豆芽、豆
腐“规模化生产、准入化监管、连锁
化销售”的成都模式，保证了中心
城区规模化生产经营的豆芽、豆腐
制品市场占有率98%以上。

华西都市报记者 吴柳锋

16处站名调整
18号线共设8个站

两个月前，市民政局在官网上
公示了6号线和18号线拟命名方
案。随后，不少市民发表了自己的
意见建议。“针对市民的意见，工作
人员再次实地走访，做出了调整。”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称。

记者看到，地铁6号线一、二期
的10个站点站名进行了调整。调
整后的站名更加贴近附近道路名，
原“安民街站”调整为“郫筒站”，原

“郫筒站”调整为“蜀新大道站”，原
“红光站”调整为“红高路站”等
等。站点名称也尽量减少字数，原

“星河路站”去掉了“路”字。
原“欢乐谷站”调整为“西华大

道站”，该负责人称，“正是为了弱
化商业因素”。因为地理位置不准
确，工作人员也将6号线原“麻柳湾
站”调整为“金石路站”。而原“包
江桥站”调整为“三色路站”，是因
为该线路将沿三色路南北向设置。

18号线一期从火车南站延伸
至天府新站，共设8个站，有6个站
可与1号线换乘，如火车南站、孵化
园站等。该线其中一期末站天府
新站止于天府新区合江镇，该站位
于天府大道东侧，还可与高铁换
乘。

此外，1号线三期有两个站点
站名有调整：原“天府新站”调整为

“科学城站”，原“牧华路站”调整为
“海昌路站”。

取站名有讲究
首选片区道路名

记者发现，10号线一期两个站
点站名有变动。原“空港一站”调
整为“双流机场1航站楼站”，原空
港二站调整为“双流机场2航站楼
站”。

这两个站点的原站名曾经备
受争议。在本地论坛里，不少网友
指出，“空港一站”只是道出了地理
位置，这忽略了机场这个重要点
位，他们建议，更名为“双流机场
T1航站楼”、“双流机场T2航站
楼”。

对于这样的意见，市民政局选
择了接纳。工作人员称，之所以
没有用T1、T2这个成都人最习惯
的名称，是因为地铁站名要进入
地图检索系统，是不允许用字母
的。对于市民提出的“1号航站
楼”，工作人员称，希望用最少的
字数表达最清楚的意思，以方便
地铁公司标注。

“每一次取名都是一个大工
程。”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称，每
次命名前，他们都会到站点处进行
实地走访，征集当地市民意见。随
后，该局会发布一个拟命名方案。
根据市民意见，再次实地核对调
整。

地铁站点名往往众口难调，有
的人喜欢突出古雅的老地名，契合
古城的文化特征。有人更喜欢指
向性，在什么路就用什么路，而有
的人更喜欢地标。对此，该负责人
说，对于地铁站的命名，工作人员
首要选择片区名，例如“跳伞塔”，
这样能很快给人地理概念。其次，
工作人员会考虑道路名，以划定准
确位置。在地理范围不够出名的
情况下，工作人员将选择附近的标
志性建筑，而公益性场所是最终的
选择。

华西都市报记者 毛玉婷

俗话说，慢工出细活，防水施
工许多细节不可忽略。市面上一
些不法商家为了赶工程，往往忽略
了防水施工的一些重要细节。首
先在选择材料时以次充好，甚至使
用未经国家检测部门检验的防水
材料。而其材料的混合使用比例
也没有把握精准，没严格按照相关

要求使用，结
果“差之毫厘，
谬之千里”，效
果可想而知。

此外，防
水施工还要
做好基层处
理，要确保基
层表面坚实、
无 粉 化 、脱
皮、起鼓等现
象，在做好基
层处理之后
再开始涂刷
防水涂料，要
特别注意防

水涂刷要全面。如有灰尘混入涂
膜层里，就不能获得均匀的涂膜，
而降低防水层的质量。要特别注
意这些细节，才能为市民营造出一
个清爽的家居。

96111便民服务防水补漏加
盟商致力于绿色环保、延伸性能
好、耐候耐久的防水施工、屋面防
水保温施工、别墅防水保温施工、
钢筋混凝土现浇结构阁楼防水保
温施工、地下室防水施工、彩钢厂
房防水施工、屋面防水防腐设计及
施工、天沟隧道防水施工、混凝土
裂缝，沉降缝带水堵漏、人工湖，游
泳池，喷泉假山防水堵漏施工、防
渗透种植屋面，楼顶花园防水施
工、别墅庭院、屋顶花园、室内景观
设计施工、各种疑难漏水，各种综
合型防水施工。同时，拥有多年设
计施工经验，实力雄厚，提供专业
防水施工、渗漏水封堵等服务。市
民拨打028-96111，经验丰富的专
业师傅就可上门为您解决这些烦
恼。 简婷婷

蟹黄重金属超标？
成都抽检10批次均合格
全国率先打通食安数据，成都建食安监测预警数据中心

成都4条地铁线16处站名调整

“空港一站”定为
“双流机场1航站楼”

96111提醒：防水补漏细节要做好

10月21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从成都市民政局获悉，经市政府批
准，该局正式发布了4条地铁部分站名的命名公示。对比之前的拟命
名方案，公示对地铁6号线、18号线，10号线、1号线三期的16处站点站
名进行了调整。其中18号线增设了“锦城广场站”，可与1号线换乘。

记者发现，备受关注的10号线“空港一站”、“空港二站”最终定
名为“双流机场1航站楼”、“双流机场2航站楼”。对此，市民李先生
认为，突出“双流机场”，而且清楚地标识出T1、T2航站楼，方便了市
民出行。而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称，这正是吸纳了市民的好意见。

市民王先生：
听说最近地铁6号线的一

些站名要调整，我家附近的“安
民街站”有没有什么变化？之
前的地铁站名为啥要调整呢？

我打听

秋风起，螃蟹肥。随着螃蟹销售旺季的到来，大闸蟹重金属超标的说法近日再次在网上传开。21日，记者从成都
市食药监局获悉，成都市近日对市面上10批次大闸蟹进行抽检。结果显示，成都市售大闸蟹的色素和重金属的检测结
果均符合国家标准规定。成都市食药监局研究发现，每当食品安全谣言出现，立马就会在网上出现病毒式传播。为了
科学预警、及时破除食品安全谣言，成都成立了食品安全监测预警数据中心，在全国率先全面打通全市食品安全数据。

举报食品药品违法
成都最高奖60万元
有了机制保障，有了科技助推，

食品安全还离不开社会共治。
近年来，成都市一直在鼓励公众参

与到食品安全监管中来。如果发现身边
有食品安全问题，拨打12331投诉举报，
不但可以解决问题，还可能获得最高60
万元的举报奖励。今年8月，新修订的
《成都市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
法》正式实施，新规将原来每起案件的奖
金，由原则上不超过30万元提升至全国
最高的60万元，并扩大了奖励覆盖面，进
一步优化领取流程和举报人隐私保护，
激活社会公众高涨的参与监督热情。

新 |闻 |回 | 放

大闸蟹重金属超标的说法再次传开。近日，甚至还有人称食用蟹黄可
能致癌。 资料图片

本报对话省环保厅厅长姜晓亭

四川打响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使环境治理成效更贴近百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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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海霸王内，一商贩偷偷涂改预包装食品生产日期，查实后，举报者获8万余元奖励……

去年，市民举报食品药品违法，成都市共发放奖励79万元。即便如此，成都市食药监局统计发现，仍有近3成举报者未领奖。

4日，记者获悉，修订后《成都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下文简称“奖励办法”）正式出台，即日起正式实施。其中规定，举报成都辖区内的食

品药品违法行为，每起案件的奖金原则上不超过30万元，但增设了重奖奖励，最高可达60万元。

哪些举报在重奖之列？哪类举报更容易获得高额奖励？如何保护举报人？又该如何防止执法人员自己查案自己领奖？本报今日为您一一揭秘。

新修订的《成都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正式实施

举报食品药品违法
成都最高奖励60万元

华西都市报记者吴柳锋

举报涂改生产日期
一市民获奖8万元

去年4月13日，成都市食药
监局接到举报：海霸王成都食品
物流园区内，有人在偷偷涂改预
包装食品生产日期。接到举报
后，成都食药监局稽查总队随即
前往进行调查。

4月16日，在海霸王（成都）
食品物流园区内冻品区 4栋 29
号，执法人员发现徐某在其商铺
及租用的冻库内涂改预包装食品
生产日期。随后，稽查总队开出
罚单，没收违法所得4万余元，罚
款120万元。按照奖励办法，共奖
励举报人8.64万元。

成都市民文一刀（化名），则
是另一位获得奖励的举报人。4
日，他告诉记者，去年至今，他三
次向食药监部门举报食品违法行
为，均获得了相应的奖励。

去年11月26日下午，在双流
公兴镇兰家沟村，文一刀途经一
家芋头加工厂，闻到了浓烈的刺
鼻气味。上前打听得知，为防止
芋头脱皮后变红，该加工厂老板
在给芋头脱皮的过程中，公然加
入焦亚硫酸钠。随后，文一刀向
成都市食药监局举报。

执法人员抽检后发现，该加
工厂用焦亚硫酸钠进行漂白的芋
头检出二氧化硫超标，长期过量
食用，会损伤人体肝肾。“一个多
月后，食药监局部门根据举报电
话联系上了我，通知我有举报奖
励。”文一刀说，他向食药监的工
作人员提供了身份证明、银行账
号，几天后，1千元举报奖励就直
接打到了他的银行卡上。

上海：去年发放奖金84万元
2016年2月15日，新修订的

《上海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
法》出台，规定举报事实的按该
案货值金额 3%-6%给予奖励；举
报线索的按金额 2%-3%奖励；举
报案件金额无法计算，但涉及责
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可给
予200-2000元奖励。2015年，上
海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共落实有
奖举报件数共计995件，奖励金额
共计84.3万元。

深圳：鼓励业内自揭“潜规则”
今年8月1日，深圳市市场和

质量监管委、深圳财政委员会联合
印发的《深圳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
办法》正式实施，深圳市将启用“吹
哨人制度”，旨在鼓励业内人士举
报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业潜规则，举
报者最高将获得60万元奖励。

新政新政
除了要求举报内容与事实相符外，还要
求举报的违法行为影响重大、犯罪手法
新型，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系统性、行业性
风险。

拨打本报热线96111举报
也在奖励之列
奖金来自哪里？

陈刚：就经费保障而言，设立食品药品违
法行为举报专项奖励资金，所有奖励资金纳入
各级财政预算。成都市级食药监部门查处的
案件，资金由市级专项奖励资金支付；区（市）
县的则由相应的同级财政支付。

哪些举报可获增设的重奖？
陈刚：修订后的“奖励办法”明确，重奖

奖励是指对举报的违法行为影响重大、犯罪
手法新型，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系统性、行业
性风险的举报奖励。

拿到的奖金如何计税？
陈刚：目前我们发放的奖金是税前的，拿

到奖金后，举报者将根据奖金数额决定是否该
申报个人税。如果举报奖励在300元以下，除
发放现金外，食药监部门还可按照举报者意
愿，通过充电话卡的方式向举报人发放。

可以通过哪些渠道举报？
陈刚：通过电话、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微信、微博联系成都各级食药监部门都可以
进行举报，甚至通过新闻媒体举报，一旦查
实，都在奖励之列。

/

新变化
举报食品药品违法，最高奖60万元

4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从成都
市食药监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修
订后“奖励办法”已正式出台，即日
起正式实施。

记者注意到，在修订后的《奖
励办法》中，除了精简了奖励发放
流程等内容外，最显著的就是在原
有的基础上，增设了重奖奖励，即：
举报成都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单起
案件最高可获得60万元的奖励。
成都市食药监局药品安全总监何

晓说：“在未修订之前，每起案件的
最高奖励为30万元。”

此外，“奖励办法”还细化了举
报奖励的63项具体情形。其中，
食品领域26项、保健食品领域7
项、药品领域15项、医疗器械领域
9项、化妆品领域6项。“这样做，
既会让公众对食品药品违法的行
为有更具体的认知，也便于提高
举报内容的针对性和准确性。”何
晓说。

大数据
三成举报者未领奖，大多为主动放弃

今年6月，在出席全国食品安
全宣传周时，国务院副总理、国务
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任汪洋强
调，要构建社会共治体系。不久
前，国家食药监总局又专门召开了
全国举报奖励办法修订座谈会，成
都市食药监局应急管理处处长陈
刚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全国性的
举报奖励办法预计年底就会出
台。”陈刚说。

成都重奖举报者，就是社会共
治的最直接体现。成都食药监局
统计近两年来投诉举报案件发现，
2014年，来自于群众投诉举报的
案件占总案件的10.54%，2015年

为21.55%。
此外，据统计，去年，成都市符

合举报奖励条件的案件共有836件，
发放奖金79.61万元，未领奖的232
件，占到近3成。“在这未领的232件
中，联系不上的占少数，大多数举报
者则是主动放弃奖励。”陈刚说，工作
人员电话通知举报者前来领奖，结
果经常被举报者婉拒，“我为社会做
点贡献嘛，就不来领奖了。”

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市民对
举报的参与热情不高，一方面说明
市民对举报还存在畏惧心理，这就
导致了投诉举报机制没得到充分
发挥。

揭秘揭秘/

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举报信息准确且有证据更容易得高额奖励

不来领奖的举报人有些明确
表示怕信息泄露，从而遭到打击报
复。

对此，陈刚说，为保护举报者
个人隐私，这些个人信息都是完全
保密的，由专人专柜保管。专柜上
锁后，一般人即便进入该部门，也
不能打开柜子查看身份信息。

封存保管举报人信息

修订后的“奖励办法”更是明
确，相关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保
密规定，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
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举报内
容和奖励情况。

此外，针对两万元及以上的重
大金额奖励，要求各级食药监安全
管理部门对举报档案进行封存保
管。案件影响较大、货值较大的举
报者，由投诉举报中心的负责人与
分管领导两个人专门负责，其他人
员基本不可能看到举报人的个人
信息。

“如果泄露了举报人的信息，
监察机关会对相关人员给予行政
处分。”陈刚说，构成犯罪的，将依
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禁止执法者自查自报

曾有市民担心，为了拿到奖
励，会不会出现执法人员自己查
案、自己举报的情况。

对此，“奖励办法”中明确规
定，成都市食药监系统的工作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或授意他人举报
的，都不能给予奖励。

陈刚说，伪造举报材料冒领奖
金的；自己查案自己举报的，一旦
查实，就构成了侵吞国家财物罪，
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举报者贡献大奖励高

据介绍，举报奖励一般分为三
个等级。其中，能提供详细违法事
实、线索及直接证据，并协助查处
工作，举报内容与事实完全相符
的，为一级举报；提供违法事实、线
索及部分证据，不直接协助查处工
作，且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相符
的，为二级举报；三级举报，则为有
线索无证据，最终查明举报内容与
违法事实基本相符。

与之对应的是，一级举报的举
报者，按案件货值金额的8%-12%
予以奖励，最低按1000元奖励；二
级 举 报 ，按 案 件 货 值 金 额 的
4%-8%予以奖励，最低按600元
奖励；三级举报，按案件货值金额
的2%-4%予以奖励，最低按200
元奖励。“简单说，举报的信息准
确，并且有证据，更容易获得相对
较高的奖励。”陈刚说，举报人可自
行选择是按货值金额，还是按最低
标准领取奖金。

重奖
举报

对应
奖励

可突破原有的标准（最高30万）给予奖励
但原则上不超过原奖励标准1倍

最高可达60万

提供违法事实、线索及部分证据，不直接
协助查处工作，且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
相符的。
对应奖励
按案件货值金额的4%-8%予以奖励

最低按600元奖励

二级
举报

则为有线索无证据，最终查明举报内容
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
对应奖励
按案件货值金额的2%-4%予以奖励

最低按200元奖励

三级
举报

一级
举报

能提供详细违法事实、线索及直接证据，
并协助查处工作，举报内容与事实完全
相符的。
对应奖励
按案件货值金额的8%-12%予以奖励

最低按1000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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