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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县晨曦冻库97.3吨冻牛肉、冻鸡爪、冻猪
蹄、冻毛肚因涉嫌未经检验检疫遭查封扣押。这
是成都市2017年首次查办的、如此大规模地涉嫌
走私冻肉的案件，这也是继2015年7月，郫县查
获 1 万余件、超过 200 吨疑似走私肉后，再次曝
出、重量较大且涉嫌走私的案件。

郫县查扣97.3吨疑似走私肉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1月6日，获得线索后，
成都市食品药品稽查总队食品安全稽查二支队会
同成都市公安局、郫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位于
郫县安靖镇正义路的晨曦冻库进行了突击检查。

结果，现场查获涉嫌未经检验检疫的冻牛
肉、冻鸡爪、冻猪蹄、冻毛肚97.3吨。据执法人员
回忆，包装上的信息显示，这些肉类冻品多来自
欧美多国，“有的甚至没有包装，均无法提供任何
检验检疫凭证和合法购货清单，属无来源物品，
涉嫌经营未经检验检疫的肉类食品。”

成都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称，经初步调
查，晨曦冻库建成于去年9月，共有2个冻库，疑
似无证，“当时执法时，主要负责人并不在现场，
工人显得很平淡。经核查，正规的冻品约占总量
的三分之二。”

1名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

目前，涉嫌经营未经检验检疫的肉类食品的
1名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该批未经检
验检疫的肉类食品已被郫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查封扣押，案件正在调查处理中。

2015年7月，同样是郫县，因内部员工举报，富
源冻库被查扣1万余件、超过200吨的疑似走私肉。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疑似走私肉和正规冻品均无人
认领。十个月后，郫县相关部门通过郫县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公开拍卖出529吨查获的无主冷冻
肉制品。当时，在查获后，郫县将涉案的35批次的冻
肉制品送四川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其中34
个批次经检验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已检合格
且在保质期内产品的竞拍对象设定为食品加工企
业；将已检合格且过期产品的竞拍对象设定为饲料
类加工企业；对不合格产品进行销毁。”

“市食药监局将继续开展重点专项打击行
动，通过联合执法、派人蹲守相对固定窝点、加大
巡查力度，以及加大宣传力度，发动群众积极提
供线索等一系列措施。”12日，市食药监局相关负
责人称，“将继续严厉打击未经检验检疫的肉类
食品，确保成都市民过一个祥和、安全的节日。”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春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

销“排列3和排列5”第17012期排列
3直选中奖号码：059，全国中奖注数

6253 注 ，单 注 奖 金 1040 元 ；排列5中奖号码：
05995，全国中奖注数39注，单注奖金10万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
“3D”第2017012期开奖结果：125，单
选380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

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1335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7006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6、29、04、02、
08、33，蓝色球号码：08。一等奖4注，单注奖金
6946576元。二等奖70注，单注奖金139041元。下期
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1019607668元。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蓉城食事
成都市食药监局 成都商报

联合主办

来自欧美的不明鸡爪、毛肚、猪蹄……

郫县查获97.3吨问题肉
疑似“走私肉”

四川将建严重失信“黑名单”覆盖景区、旅行社、酒店、农家乐

在线旅游网站进“黑名单”首页要标“●”
景区旅行社酒店农家乐
将进“黑名单”管理

四川版旅游行业“黑名单”
有何不同？从其适用范围就能看
出端倪，除了游客和导游之外，
四川省内的 A 级旅游景区、度假
旅游区、生态旅游区、工农业旅
游示范点、星级饭店、旅行社、星
级农家乐等旅游经营者及其从
业人员和在四川省内从事旅游
经营业务的其他省市旅游经营
者及其从业人员，都在“黑名单”
管理范围之内。

“一旦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
人员出现七种严重失信行为之一
者，都将被列入黑名单。”四川省
旅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旅
游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因扰
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损坏公共
设施、破坏旅游目的地文物古迹、
违反旅游目的地社会风俗等行

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被人民法院
判决承担法律责任的，或者旅游
经营者或其从业人员侵害旅游者
合法权益，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
影响的旅游投诉或被媒体曝光等
都将被记入黑名单。

列入“黑名单”出境、贷款
或受影响

那么，被列入“黑名单”后将
会有哪些影响，是否依旧是好看
不好用？记者了解到，在四川版的

“黑名单”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各
级旅游主管部门将与本级工商、
安监等行政主管部门及中国人民
银行、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等机
构建立旅游经营服务黑名单信息
共享和推送制度。

“以后，旅游主管部门在审核
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申请旅
游行业的资质、信用等级评定、表
彰奖励、优惠政策、接收金融服务

等时，应当查阅其是否记入旅游
经营服务黑名单，按照国家和旅
游业有关规定实施禁止或限制措
施。”对于“黑名单”的震慑力，省
旅发委认为列入黑名单后的惩戒
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在被列入黑
名单期间旅游主管部门原则上不
得批准其贷款等申请，严重者还
将影响到出境、扩大经营等方面。

此外，记入黑名单的旅游经
营者及其从业人员是其所在地旅
游主管部门的重点监管对象，旅
游主管部门应对其增加监督检查
频次，加大检查精细度，每半年的
不定期检查、暗访次数不少于三
次。

网络旅游经营者被记入黑名单
首页要标“●”

在涉旅投诉中，线上旅游企
业货不对板等行为也广受诟病，
而在四川版的“黑名单”制度中，

明确县级和市州级旅游主管部
门在本级政府政务网站或社会
媒体上公示本行政区域内的旅
游经营服务黑名单信息，而网络
旅游经营者被记入黑名单的，应
在其经营网站首页列明被记入
黑名单的标识“●”和记入黑名
单的事由。

“旅游经营服务黑名单的公
示期限为两年。”该负责人介绍，
这也就是意味着像携程、去哪儿、
途牛等网络旅游企业如果被列入
黑名单，就要在网站首页挂上

“●”，可以让游客一目了然挑选
诚信旅游企业。更有震慑力的是，
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因黑名
单公示期间的行为形成新的应记
入黑名单的严重失信信息的，将
相应顺延其黑名单公示期限，并
在公示信息中用“▲”特别提示黑
名单公示期顺延及顺延事由。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不仅仅是导游，景区、旅行
社、星级饭店，甚至农家乐的经营
者、从业人员都将被纳入“黑名
单”管理范围，出现扰乱公共交通
工具秩序、损坏公共设施、破坏旅
游目的地文物古迹、违反旅游目
的地社会风俗等行为，将被列入

“黑名单”，由旅游、工商、银行、法
院等多门实行联合惩戒，贷款、买
房、乘飞机等都将受限。

这是四川省旅发委正在公示
的《四川省旅游经营服务严重失信
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
见稿）中的内容，在这份首次“亮
相”的四川版“黑名单”中还有一项
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规：网络旅游经
营者被记入黑名单的，要在其经营
网站首页列明被记入黑名单的标
识“●”和记入黑名单的事由，让游
客明白知晓其诚信状况。据悉，该

《办法》将在下月结束征求意见阶
段，有望在3月开始正式实施。

记者12日从位于四川省资阳市的中车资阳
机车有限公司了解到，当日上午9时，由该公司研
制的世界最大功率的混合动力机车在零下40℃左
右的极寒环境中，低温启动试验获得成功。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向军说，实验地
点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牙克石市伊图里
河镇。在零下40℃左右的作业环境下，这台大功率
混合动力机车驾驶室内温暖如春，旁边的仪器显示
温度为25℃；此时，机车动力电池指示显示12℃，
达到零上工作的一切指标。这意味着零下40℃低温
启动试验成功，也标志着该台混合动力机车在铁科
院开展的39项型式试验和研究性试验圆满收官。

向军说，极寒和高温条件下试验的成功，标
志着世界最大功率的油电混合动力机车可在中
国任何气温环境下驰骋。 （新华社）

“这下心里终于平静了。”昨日，按照前一天
的退款承诺，宋阿姨在“金典收藏”公司成功将此
前购买的3件“藏品”全部退给了公司，收回了共
计40266元的购买款，“以后再也不去想这些东西
了。”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除了宋阿姨，还有多
名老人赶到公司要求退款。

昨日，记者联系上了多位此前购买藏品的老
人，其中不少人仍在等着“藏品”拍卖。而当记者
将实情抛出后，不少人均表现出了惊愕，表示将
再次找公司讨要说法。

另外，昨日致电成都商报的市民中，有不少
表示自己在成都其他的收藏品公司，花数万元买
过类似的钱币藏品，而公司员工的销售方法和报
道中说的相差无几。

对此，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锦江区市场
和质量监督局获悉，对于“金典收藏”公司的调
查目前也正在进行，同时还将对辖区内以明确
的 100 余家经营范围涉及“收藏品”的公司进行
清查，以规范市场。若发现有违规情况将依法依
规进行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

记者卧底戳穿钱币收藏骗局 追踪

执法部门：
将清查区内涉“收藏品”经营公司

中国大功率混合动力机车
在极寒环境启动试验成功

中国渔业协会：政策对河豚产业影响还有一个渐进过程

“江头杨柳路，马踏春风
去。快趁两三杯，河豚欲上来。”
正如南宋词人辛弃疾一样，河
豚（农业部文件官方提法为“河
鲀”）自古就是文人雅士餐桌上
的“奢侈品”，不过，因为身藏剧
毒和价格因素，河豚始终没能

“飞入寻常百姓家”。基于安全
考虑，河豚曾被原卫生部列入
黑名单，“河豚有剧毒，不得流
入市场”。

不过，2016年9月5日，农
业部、国家食药监总局联合签
发《关于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
东方鲀和养殖暗纹东方鲀加
工经营的通知》，规范养殖河
豚加工经营活动，先行有条件
地放开在我国养殖和食用范
围最广的养殖红鳍东方鲀和
养殖暗纹东方鲀两个品种产
品的加工经营。这些经过人工
培育的河豚毒素较小，放开

“禁令”后，也使得从1990年就
被禁的河豚美食可以有条件
地合法化食用了。

然而，对于市场来说，商
家却对政策放开并没有那么
激动，成都一家销售河豚的水
产店直言，“政策的效果可能
需要两年才能见效”。中国渔
业协会河豚鱼分会秘书长郭
女士介绍，放开只是针对养殖
红鳍东方鲀和养殖暗纹东方
鲀加工经营，市场随意买卖活
鱼还是不允许。农业部文件对
河豚业的影响，则需要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

餐饮协会：
河豚饮食名正言顺
看好它的前景

对于河豚在养殖业和市场
销售上的惨淡，成都美食文化产
业协会会长彭小平表示，这跟大
环境不无关系，除此之外，市民
都知道河豚有毒素，野生天然的
更是剧毒无比，河豚毒素能够阻
断钠离子通道，封闭神经轴突传
导能力，导致神经麻痹引起死
亡。因此市民在饮食习惯上，一
时半会儿肯定难以接受。

四川省饭店与餐饮娱乐行业
协会会长何涛则认为，国家放宽河
豚经营条件后，这道菜算是可以
名正言顺做宣传了，未来应该还
是有市场前景。“人工养殖河豚经
历了去毒的过程，技术应该还是
比较成熟了。”何涛告诉记者，现
在行业体系也比较完备，只要餐
饮经营者严格按照操作流程来，
相信这道美食还是有它的市场。

中国渔业协会：
政策对市场刺激
还有一个过程

河豚在被禁 27 年之后，名
正言顺回归到了“吃货”的视野
中，毕竟还是让一些“藏着掖着”
的餐饮企业松了口气。不过，中
国渔业协会河豚鱼分会秘书长
郭女士解读说，这并不意味着活
的河豚可以直接在市场上售卖，
文件中强调是“先行有条件地放
开养殖红鳍东方鲀和养殖暗纹
东方鲀两个品种产品的加工经
营”，加工企业的河豚也必须是
源于农业部备案的河豚鱼源基
地，“全国共有16家基地在名单
之上”。不仅如此，河豚产品的河
豚毒素含量不得超过2.2mg／kg
（以鲜品计），加工产品还要有可
追溯二维码，标明名称、标准和
备案号等信息。

记者从文件中了解到，“禁止
经营养殖河豚活鱼和未经加工的
河豚整鱼；禁止加工经营所有品
种的野生河豚”。郭女士表示，此
次政策对两个品种的东方鲀有条
件放开，对于整个河豚产业是有
利的，不过，大众消费者不会一下
子就知道，也有很多人担忧“河豚
有毒”不敢吃，因此政策对市场的
刺激还是需要一定时间。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摄影

记者 王勤 实习生 唐睫

1 月 12 日，记者遍访成都水
产市场，其中在双流白家农产品
交易市场，记者走访了一楼水产
市场所有门店，均未发现有销售
河豚的商家。“这个没得卖的，如
果需要，可以帮忙少量代为批
发。”一家水产店老板坦言，“整
个市场都没有卖这个的”。

随后，记者来到青石桥海鲜
市场，一连走了 15 家店，也没能
找到河豚踪迹。“这个需求量太
小了，几乎无人问津。”一名水产

商介绍，等到河豚被多数人接受
后，他才准备增加这类商品。

另外几名商家则表示，“不好
卖，市场不好”。偌大的市场，只有
为数不多两三家卖河豚。从广东
到成都做水产生意的老陈，河豚
销售情况也不容乐观，对于农业
部放宽经营条件，至今河豚商标
还贴着“巴鱼”名字的他则表示，

“要再过两年才能‘吃开’”。
“48元一斤进货价，卖出去至

少一斤八九十元，一天卖二三十

斤。”老陈告诉记者，自己卖的是清
一色暗纹东方鲀，买河豚的都是餐
饮老板，且必须要有特殊行业操作
资质才敢卖给人家，要取得资质还
要去江苏培训。“就算卖给商家，他
家没有资质，谁敢去吃？”老陈表
示，这个行业门槛本来就高。

2016年，老陈家河豚销量只
有两千多斤，而前几年一个月就差
不多能卖这么多。“一年电费就三
四万元，只有赔本。”老陈现在只好
调整方向，主要以卖甲鱼为主。

在一家美食餐饮网站上，搜
索河豚关键词，能够看到10家企
业，除了一家火锅店外，其余都为
中餐店，而火车南站的爱琴海蓝
主打河豚餐饮。1月11日中午，记
者来到这家隐匿于花园后的餐厅
发现，里面还没有食客，十多分钟
之后，才来了两人点了河豚，这也
是当天中午唯一一桌河豚宴。

餐厅经理张经理介绍，在政策
放开之前，还是有很多企业在销
售，特别是2010年到2011年，每天

可以卖三四十条河豚，轻轻松松。
“现在一天最多也就卖十多条。”张
经理告诉记者，一年营业额几十
万，只能算是勉强能经营走。

据他分析，河豚制作需要专
门厨师，基础工资 8000 元，平时
河豚都是从江苏空运回来，在储
存的水缸中，一半海水一半清
水，“现在半个月接一次货，一次
40斤，2015年就进货1000多斤”。
销量少了，价格并没有降低，人
均三四百元的消费，对于多数普

通消费者来说，还是有点奢侈，
这也导致河豚难接地气。

记者咨询了其他几家餐厅，
河豚已经不是主打，大家也并不
知道，政策放开后，能否让河豚
在餐桌上赢得一席之地。在成都
一家主打河豚特色菜的火锅店，
推出了“双吃河豚”，一条价格在
88 元左右。值班经理表示，因为
是火锅店，所以这道特色菜还颇
受喜欢，当天一早，他们又去市
场买了10多条。

餐饮企业：河豚销售成“鸡肋”一个中午只来了一桌

水产市场：难觅河豚销售商家 销售者生意冷清

老陈的老家，专门养殖河豚，
不过，他透露说，最近几年一些养
殖企业因为亏损纷纷倒闭。随后记
者联系到江苏泰州的一家河豚养
殖企业，对方表示，他们企业规模
达几万亩，年产80万吨。

“除了 20%销往日本、韩国，
其他都是在国内消化。”负责公
司市场调研和开发的刘先生告
诉记者，全球经济都不景气，
2016年和往年相比，海外订单下
降了10%。在当地，他们年产值能

够达到12亿元左右，算是水产界
的中型企业，但2016年的年产值
相较上一年，下降了40%。“太可
怕了。”对于政策放开，他并没有
表现得很激动，“吃河豚的还是
那些人，不吃的还是不吃”。

养殖企业：年产值下滑厉害 直接下降40%

河豚禁令放开了

火车南站一家主打河豚的餐馆

江头杨柳路
马踏春风去
快趁两三杯
河豚欲上来

——辛弃疾

心忧“河豚有毒”
食客的嘴还没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