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潜江市经过 20 年的探索尧创新和发展袁率先建立了虾稻全产业链技术标
准体系遥 截至 2020 年底袁潜江市小龙虾虾稻共作面积达 85 万亩袁虾稻产业综合年产
值达 520 亿元遥 目前袁潜江拥有全国最大的潜江龙虾产业加工企业集群袁产品出口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遥 图为湖北中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们加工小龙虾遥 程敏摄

窑动 态窑

农产品合格率连续
六年 97%以上

日前袁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院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连续六年保持在 97%
以上袁总体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遥 同时袁农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在部分地区尧 部分品种上
依然存在遥 农业农村部将实施三年行动袁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野舌尖上的安全冶遥

农业农村部要求袁在工作推进上袁重点把握
好野五个环节冶院控源头袁加强农兽药管理曰抓生
产袁规范农兽药使用曰盯上市袁推进准出准入衔
接曰强执法袁严惩重处禁用药物使用行为曰建制
度袁标本兼治构建长效机制遥 压实生产主体尧监
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野三个责任冶袁把治理成果固
定下来遥

据介绍袁 下一步要开展督导调研遥 各地要
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投入保障力度袁转变
生产方式开展绿色防控遥 农业农村部将推动把
治理行动的开展情况和工作成效纳入食品安全
考核中袁并将安排暗查暗访和飞行检查遥

据了解袁行动力争用 3 年左右时间袁推动生
产方式进一步转型升级袁 绿色防控技术得到普
遍应用袁生产销售的食用农产品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袁属地责任尧监管责任尧生产经营者主
体责任进一步落实遥 常钦

福州院

食品安全“码”上治理
日前袁野食安追溯 一码当先冶宣传活动在福

建省福州市启动遥 活动全方位展示了福州市以
野一品一码冶建设为抓手袁借力野信息化+冶开启
食品安全野码冶上治理模式袁取得了阶段性新成
效遥

近年来袁 福州市市场监管局积极构建食品
安全野一品一码冶信息追溯管理体系袁建设福州
市食品安全追溯管理云平台袁采取野企业自建尧
政府奖补冶的激励政策袁抓住批发市场尧农贸市
场和生鲜超市三大食品市场销售主业态袁 推进
食品安全野一品一码冶追溯体系建设袁基本实现
上市食品来源可查尧去向可追遥

活动中袁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袁野一品一码冶
食品安全过程追溯体系做到野管理者用心尧经营
者省心尧消费者安心冶的三赢局面遥 让市面上流
通的蔬果生鲜有据可查袁 不仅能更好地保障消
费者野舌尖上的安全冶袁也让食品经营者们不必
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袁更加安心遥

为了让市民们更好地体验到野一品一码冶的
安全便捷袁在活动现场袁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安排
了扫码追溯体验环节袁 消费者可以扫描食品包
装或电子小票上的二维码袁查看食品相关信息遥

据了解袁 目前福州市食品安全追溯管理云
平台已汇集福州市重点批发市场尧野农+超冶农
贸市场等重要流通节点的食用农产品追溯数据
及检测数据袁 并与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
理平台对接袁 完成数据推送和数据分析报告遥
截至目前袁福州市共有 4000 余家重点食用农产
品经营主体在市级平台注册袁采集农产品进货
及配送记录 4200 万余条袁 检验记录 610 万余
条袁为食用农产品安全问题监管提供有效依据遥
另有 1190 家食品批发尧批零经营者渊加工食品冤
在省级追溯平台上注册袁共上传追溯信息 6197
万余条遥

据悉袁野食安追溯 一码当先冶活动还将走遍
福州各大城区袁这不仅让广大食品生产经营者
和消费者了解到野一品一码冶追溯体系建设的重
要意义袁 也让更多食品安全生产经营者自觉地
参与进来袁努力当好保障食品安全的野排头兵冶遥

陈永 江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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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 2 月份深圳提出建立
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以来袁已
有多个城市对当地二手房 野限
价冶遥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21 日发
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袁今年袁深圳尧
宁波尧 成都和西安四个城市推行
了二手住房参考价制度遥 参考价
制度推行袁 将二手住房价格正式
纳入监管体系中遥

例如院成都提出袁建立二手住
房成交参考价格袁 首批对主城区
共 201 个重点小区袁 根据成交价
和市场评估形成参考价遥 宁波以
二手住房网签价格为基础袁 剔除
异常和非典型性交易记录袁 形成
热点学区二手住房交易参考价
格袁首批试行发布 9 个热点学区袁
112 个住宅小区遥

一些城市虽未明确建立二手
房交易参考价格袁 但却仍然对二
手房价格进行调控遥 自 7 月 9 日

起袁上海实施二手房源价格核验袁
房源没通过价格核验不得对外发
布遥 该政策实施后袁上海链家等中
介网站上袁 上万套房源被暂时下
架遥 此外袁东莞尧无锡尧杭州尧合肥
等城市也通过下架高价房源尧发
布相关政策等袁 整治二手房市场
乱象遥

分析认为袁 二手房价挂牌价
格混乱尧中介哄抬房价尧部分业主
野抱团涨价冶尧 二手房价过热等是
多地出台二手房指导价的重要原
因遥

上述报告选取全国 70 个大
中城市房价指数进行分析袁 以研
究二手住房价格的冷热程度遥 统
计显示袁今年 6 月份袁全国 70 个
城市中袁 二手住房价格指数同比
涨幅超过 5%的共有 25 个城市袁
其位于野房价偏热冶区间遥 其中袁最
热的 10 个城市包括广州尧 徐州尧
上海尧北京尧宁波尧深圳尧杭州尧银

川尧金华和泉州遥
政策效应立竿见影遥 以深圳

为例袁报告指出袁今年 1 月份深圳
二手住房价格出现历史最高点袁
即为每平方米 72436 元 (人民币袁
下同)遥 随着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
制度的推进袁 房价下跌或降温成
为趋势遥 到了 6 月份袁其价格为每
平方米 61500 元袁 累计每平方米
下跌 10936 元袁价格缩水了 15%遥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袁 二手房参
考价的推出袁是政策更加精细化尧
体系化袁告别野头疼医头冶袁走向长
效机制的重要一步遥 过去袁楼市调
控一直集中在新房领域袁 很少关
注二手房袁主要是因为没有抓手遥
二手房参考价的形成袁 使调控有
了抓手遥 通过控制挂牌价袁可以进
一步控制银行按揭贷款规模遥 二
手房市场稳定袁 也会推动新房市
场走稳遥 庞无忌

近日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叶关
于 6 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的
通告曳渊以下简称叶通告曳冤称袁检出
食用农产品尧饮料尧水产制品和特
殊膳食食品 4 大类食品 6 批次样
品不合格袁涉及微生物污染尧农兽
药残留超标尧质量指标不达标尧质
量指标与标签标示值不符等问
题遥

据叶通告曳袁近期袁市场监管
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袁

抽取粮食加工品尧餐饮食品尧食
糖尧茶叶及相关制品尧乳制品 尧
酒类尧糕点尧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尧饼干尧淀粉及淀粉制品尧方
便食品尧薯类和膨化食品尧蛋制
品尧豆制品尧蜂产品尧罐头尧蔬菜
制品尧水果制品 尧肉制品 尧调味
品尧冷冻饮品 尧速冻食品 尧糖果
制品尧婴幼儿配方食品尧保健食
品和食用油尧 油脂及其制品等
30 大类食品 419 批次样品 袁其

中 413 批次样品未发现不合格
项目遥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袁
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相关省级市
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
置袁查清产品流向袁督促企业采取
下架召回等措施控制风险曰 对违
法违规行为袁依法从严处理曰及时
将企业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
查处置情况向社会公开袁 并向市
场监管总局报告遥 王 嘉

多地对二手房“限价”
深圳二手房价半年缩水15%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食品抽检不合格名单
6 批次样品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