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強制每周抽檢奶粉
增監管力度 追溯生產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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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奶粉頻頻發生質量問題，引致越來越多媽媽轉戰香港搶奶粉。為重樹市民對國
產奶粉的信心，廣東省連環 「出拳」 ，繼早前宣布今年內在奶粉業試點建立食品安全強
制保險制度後，8日又提出加強對乳品批發企業、大中型超市銷售的嬰幼兒配方奶粉進行
抽檢，由每月定期抽檢改為每周抽檢，並將建立全省嬰幼兒奶粉生產企業電子信息追溯
系統。 【本報實習記者陳若菲廣州八日電】

台檢方求處林益世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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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乳品消費大省的廣東近期在生產源頭、質監
、流通環節提出多項措施保證國產奶粉質素，在8日
召開的廣東省「2013年度食品安全工作會議」上，廣東
省工商、質監部門進一步提出新措施，對批發企業、大
中型超市銷售的嬰幼兒配方奶粉實行每周抽檢制度。

重審51家乳企牌照
廣東省質監察局有關負責人透露，目前廣東工商

、質監部門已完成全省51家乳製品生產企業重新審核
發證工作任務，並將按 「2013年度食品安全工作會議
」要求，督促全省嬰幼兒配方奶粉生產企業建立電子
信息追溯系統，在食品流通許可證中對經營乳製品項
目實行分類單項審核。

今後，凡是進入廣東市場銷售的嬰幼兒配方奶粉
、原料奶粉等高風險食品，從養殖、飼料、用藥、防
疫、加工，到儲運、銷售等生產經營信息，有關監管
部門及消費者均可通過電子信息追溯系統來 「追根溯
源」。一旦發生食品安全事故，監管部門就能夠通過
該系統判斷企業是否存在造假行為，企業內部也可借
助該系統查找是哪個步驟發生了問題、責任人是誰。

其實，中央政府早在2010年9月就下發《關於進
一步加強乳品質量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在2011年
底前完成嬰幼兒配方奶粉和原料奶粉的電子信息追溯
系統建設，但至今未見成效。廣州市政協委員韓志鵬
表示，該溯源系統建立的關鍵，在於各地政府有沒有
下定決心。他認為民眾的奶粉需求已成了國際性問題
，全球各地都在限制華人購買奶粉，政府必須真正重
視奶粉質量監管，需要政府、奶粉生產企業和畜牧工作
者三方面負起責任。如若不然，政協有必須問責政府。

保證質量三方有責
記者8日走訪位於廣州寺右新馬路的一家超市，

奶粉專櫃售貨員林小姐表示，國產奶粉在出廠時要經
過多重質量檢驗，到超市銷售時每個月有相關部門來
抽檢。而在廣州各大商場均設專櫃的 「生命陽光」奶
粉銷售員表示，該專櫃奶粉採用新西蘭進口奶源，每
年不定期抽檢。對此，廣東省質察局有關負責人表示
，以往乳企認為每周抽檢過於頻繁，干擾奶粉的正常
生產，因此均為定期抽檢， 「但為了保障奶粉質量，
現在必須建立完善的每周抽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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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榮譽
主席連戰最近率
領由台灣各界人
士組成的訪問團
到北京參訪，先
後獲得中共總書

記習近平和國家主席胡錦濤接見。這是
在兩岸關係繼往開來的形勢下，一次很
重要的兩岸交流活動和兩岸高層互動，
既有助於中共中央新領導班子了解島內
主流民意，也有利於台灣同胞知悉大陸
對台工作大政方針。這次交流形成了五
項共識，當中頗受關注的是，雙方都認
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應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以及對一中框架
形成了更多的共識和更清晰的認知。

習近平上月會見連戰一行時強調，
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兩岸
和平統一，是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集體
的責任。連戰也表示，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是一條不應也不會逆轉的正確道路。
可見，和平發展將繼續成為未來兩岸關
係發展的主旋律，也體現了大陸對台政
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在兩岸和平統一
時機未成熟以前，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
根本利益，有利於兩岸同胞加強交流合
作、融洽感情，有利於兩岸積累互信、
解決爭議，有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發展、
共同繁榮，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
完整。

在 「習連會」中，習近平強調，兩
岸雙方都應秉持民族大義，鞏固反對 「
台獨」、堅持 「九二共識」的基礎，增
進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認知。連戰
也回應道，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實
施一個中國原則，台灣固然是中國的一

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從而形成 「一中架
構」下的兩岸關係，而不是國與國的關係。這是國
民黨高層人士首次如此清晰地解釋 「一中框架」。
去年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
濤會面時表示，海峽兩岸非國與國的關係，兩岸都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這次連戰則進一步指出，台灣
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這對於增進兩岸政治互信具
有重要的意義。

這些年兩岸關係破冰回暖、如沐春風，大陸海
協會和台灣海基會恢復協商，並簽署了一系列惠及
兩岸同胞的協議，主要是建立在體現一中框架的 「
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石上。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進入鞏固深化的新階段，兩會協商將邁進 「深水區
」，兩岸雙方必須在兩岸同屬一中、維護一個中國
框架的原則問題上形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
立場，才能為不斷解決兩岸各領域交往中出現的
新情況和新問題提供更有利條件，營造更良好
環境。國民黨兩位榮譽主席先後詮釋了 「一
中框架」的涵義，期待台當局在堅持 「
九二共識」的前提下，也能就相關議
題作進一步闡述。

瀾瀾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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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報道︰台灣前 「行政院
秘書長」林益世貪污案7日辯論終結，將在4月30日宣
判。特偵組具體求處無期徒刑。

台北地方法院接連兩天密集開庭，就林益世貪污
案進行言詞辯論。公訴檢察官7日延續前一天火力，
引東漢末年比喻朝中有大奸臣、只去追查地方小官有
何用的 「豺狼當道，安問狐貍」典故，引喻林益世居
廟堂高位，卻犯下貪污重罪。

檢察官痛批，林益世曾參加紅衫軍 「反貪倒扁」
運動；在美國牛肉進口案爭吵不休、基本工資爭論不
已時，身為 「行政院秘書長」，卻插手地勇公司合約
。2010年6月收下地勇公司陳啟祥的賄款後，林還在
博客發表 「從政第一要件清廉」的文章，但卻違背職
務收受賄賂，泯滅從政人員該有的基本清廉態度與良
知，相當諷刺。

對於檢察官的嚴詞批判，林益世和妻子、母親、
舅舅等同案被告，在法庭上分別落淚。林益世一再說
，他違背自己的原則，拿了陳啟祥的錢，現在難過又
後悔。他還說，這筆錢沒有一分一毫用在買大車、買
大房，過奢華生活， 「我們穿純樸，沒有榮華富
貴，在地方上還被笑是丐幫。」

全案下月宣判
本案在特偵組偵結時並未具體求刑，但檢方在法

庭辯論終結時對林益世求處無期徒刑，並科罰金5800
萬元；林母沈若蘭依貪污罪求處有期徒刑10年、洗錢
罪求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林妻彭愛佳對犯罪有一定
認識，犯後卻一味卸責，因此請法院依法判刑；兩位
舅舅沈煥章、沈煥瑤雖不認罪，但檢方也要求法院必
須重判。台北地院定於4月30日下午4點宣判。

穗嚴打偽劣食品藥品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廣州八日電】廣州市公安

局食品藥品犯罪偵查支隊成立8個月，至今共破獲食
品藥品類案件142宗，搗毀各類窩點185個，打掉作案
團夥68個，逾800疑犯落網。據透露，目前全市已建
立打擊食品藥品犯罪聯席會議制度和食品藥品檢測 「
綠色通道」，形成全方位打擊偽劣假冒食藥品罪案的
快速機制。

搗毀185窩點 逾800犯落網
在落網的嫌疑人中，49歲廣州丘某涉嫌利用網絡

銷售從南亞、歐洲等地購進的高仿假抗腫瘤藥長達4
年。警方透露，丘某入貨後通過建立網站等方式發布
售賣信息，利用QQ聯繫、發展客戶，在網上談好交
易事項後直接用物流和快遞發貨。該銷售網絡遍及吉
林、內蒙古、重慶等12個省市，而且還聯繫長沙、成
都等地醫院員工夥同銷售。今年1月丘某落網時，警
方在其住處當場查扣涉嫌假冒 「吉非××」等7種品
牌的抗腫瘤藥共2600餘粒，貨值人民幣近百萬元。

廣州警方表示，目前公安已聯手食藥監、質監、
工商等多部門建立 「全市打擊食品藥品犯罪聯席會議
制度」，並根據食品藥品領域犯罪特點，建立 「食品
藥品檢測綠色通道」。【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報道︰3月8日的國際婦女節，

兩岸婦女卻有不一樣的心情，島內艷陽高照，台灣職場女性
正為生活打拚堅守工作崗位，絲毫未有 「三八婦女節」的過
節氣氛；相較之下，大陸法定職場女性中午過後就可休假半
天，兩岸過節形成強烈對比，台灣職場女生不禁抱怨連連。

大陸職場女性8日一片歡樂， 「三八婦女節」只要結束
上午的工作，中午過後就下班回家，因為這是大陸行之有效
的法定假期；台灣方面雖早有推行職場平權的觀念，對於婦
女節則一向僅慶祝不放假，台灣職場女生看對岸的女同胞
輕鬆歸家，紛紛在網上大喊 「羨慕又嫉妒」。

台北女職員黃小姐抱怨， 「職場平權淪為口號就算了，
三八婦女節的福利竟也落後大陸」。也有其他女職員提到，
「台灣雖然給予女性生理假，但在職場上女生也不敢常用，

因為激烈的職場競爭並不允許女生因此請假。」
台灣職場女性也建議， 「確實落實女性生理假的權益，

比三八婦女節休假來得更實際，希望未來不用忍腹痛上班
。」

婦女節大陸女生放假
台女生羨慕又嫉妒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八日消息︰家住北
京市西城區的岳女士因不服西城區政府作出的房
屋徵收決定，將西城區政府起訴至北京市第一中
級人民法院。8日上午，法院公開審理此案。出乎人
們意料的是，西城區區長王少峰出現在被告席上。

按照中國人傳統的思維，當被告是一件多少
有些 「不光彩」的事情。不過，王少峰在庭審後
接受記者採訪時卻說，政府負責人要敢於面對法
律，面對群眾。行政首長出庭應訴代理案件，有
利於促進政府依法行政、維護公民合法權益。

2012年8月9日，西城區政府作出《北京市西
城區人民政府房屋徵收決定》，啟動了對三里河

一區E區6、7、8號樓及附屬平房的房屋徵收工作
。岳女士的房屋就在本次徵收範圍內，她認為該
房屋徵收不合法，故訴請法院予以撤銷。

在庭審現場，控辯雙方的代理律師進行了答
辯。作為西城區政府的法定代理人，區長王少峰
在庭審現場，針對原告提出的訴訟理由進行了答
辯。在經過約2個小時的庭審後，審判長宣布休庭
，將擇日宣判。

「儘管與原告各自的立場不同，但在法律面

前，我們要一同維護法律的尊嚴，實現社會的正
義，維護群眾的利益。」王少峰庭審後接受採訪
時說。

他說，按照中共十八大要求，各級領導幹部
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提高深化改革、推
動發展、化解矛盾以及維護穩定的能力，行政首長
出庭應訴代理案件就是一個重要的方式。 「通過
出庭應訴，面對面地聽取群眾意願和呼聲，也是
改進工作作風、轉變工作思路的一項重要舉措。」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八日消息︰行政首
長出庭應訴，在北京並非第一例。2011年起，北
京市平谷區積極推行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
度，實施第一年，行政機關負責人在行政訴訟中
出庭應訴比例便由原來的不到1%上升到近47%，
在減少涉訴信訪以及推動依法行政方面成效明
顯。

近年來，中國的審判機關一直在推動行政機
關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行政審判案件。2011年10
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在全國法院行政
審判工作座談會上，就強調要 「積極倡導和推行
行政首長出庭應訴」。

「現階段，行政首長出庭應訴，對改善行政
審判環境有積極的意義和功能。」北京大學法學
院副院長、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錫鋅說
，法律上並沒有要求行政首長必須出庭應訴，政
府可以委託代理人應訴。行政首長出庭應訴，體
現了對行政審判案件的重視，是政府自信的表現。

專家表示，行政首長出庭應訴，更重要的是
其象徵意義，畢竟行政首長公務繁忙，並且未必
是法律專家。從國際慣例和長遠來看，更關鍵的
是要保障公眾的訴求表達渠道，切實解決行政訴
訟 「告狀難」和 「官官相護」問題，保障法院依
法獨立行使審判職能。

不服房屋徵收決定

京市民告政府 區長出庭應訴

陸生赴台遊無需財力證明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八日報道︰台灣海峽兩岸觀光

旅遊協會（台旅會）北京辦事處8日深入北京大學推廣台灣
旅遊，邀請北大學子赴台感受寶島的美景和人情。

開學季，大學社團開始招收新成員。台旅會北京辦事處
8日與北京大學兩岸文化交流協會合作，將該社團在北大校
園內招新攤位妝點得頗有 「台味」。攤位現場除了擺設多幅
台灣美景、美食宣傳立牌外，還發放赴台個人遊實用宣傳手
冊。

台旅會北京辦事處副組長林蔚在活動現場與北大學子互
動時表示，在校學生以個人遊方式赴台旅遊，僅需附上在校
就讀證明及個人身份相關證明，即可向具有組團資格之旅行
社申辦入台證，不用再提供財力證明，相對一般民眾的門坎
限制較為寬鬆。

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於2011年6月啟動，起初開放北京
、上海、廈門三地居民，2012年再增天津、重慶等10個城市
。2012年全年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超過19萬人次，比上年增
長逾500%。

廣州姊妹窮遊寶島
【本報訊】據中通社八日報道︰5000元人民幣（約2.5

萬元新台幣）可以做什麼？來自廣州市的姐妹花盧小敏（23
歲）、盧珊珊（20歲）卻用這筆錢遊遍寶島台灣。

她們以搭便車、借宿方式 「窮遊」環島，7日被島內媒
體發現時，她們剛抵達花蓮縣玉里鎮，自前天從宜蘭一路舉
牌搭了9輛便車，還遇到好心夫婦供住宿並請吃牛排，兩人
盛讚一路走來，都感受到台灣人情味濃。

盧小敏說，她與妹妹目前仍在廣州就讀大學，趁假期到
台灣自由行，盼能完成 「吃遍台灣夜市」的最大心願。兩人
出發前加入 「沙發客社團」，計劃以搭便車、借宿 「窮遊」
寶島，所以只帶5000元人民幣隨身。

據悉，兩人自本月23日踏足台灣開始 「窮遊寶島」的計
劃，兩人先在台北市玩4天，期間透過公眾交通工具代步，
以夜市美食充飢，晚上寄宿在 「沙發客」網站的網友家中。
其後透過搭客運到宜蘭，用白紙寫目的地，舉牌搭便車，第
5天成功到花蓮玉里鎮，夜宿沙發客社團會員 「小文」家，
兩人入島5天花費不到4000元台幣。

專家：保障公眾訴求渠道

▲北京市西城區區長王少峰出庭應訴 互聯網

▲廣東對超市銷售的嬰幼兒奶粉由每月抽檢改為
每周抽檢 陳若菲攝

▲林益世（左）與妻子彭愛佳（右）上月出庭應訊
資料圖片

三八婦女節河南省鄭州市不少消費者來到鮮花市場選購鮮花，向女性親朋送上節日的祝福 新華社

人比花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