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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数十调料造假窝
点聚集天津静海区独流镇”的
有关报道后，天津市委书记李
鸿忠立即作出批示：“这篇揭短
的文章写得好。我们坚决不护
短，坚决维护健康良性的市场
秩序，坚决落实食品药品安全
法规，严肃认真调查，铁腕出手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让市场出
清，让知识产权出清。请市政
府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专项
清理清查行动。”目前，市政府
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展开专项行
动，全力组织严厉清理清查。

天津静海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1月16日当天立即召
开会议部署，并在天津市市场
监管委指导下，从区市场监管
局、公安分局、商务委、属地乡
镇等部门紧急抽调80余人组
成联合执法队伍，由区领导带
队，赴独流镇开展专项执法检
查，对其中6处制假调料窝点

进行查处。
13时许，在独流镇西北方

向民主街附近一处制造假醋窝
点，现场仓库内存放有两百多
箱的假冒天立独流老醋和山西
陈醋。在仓库拐角处两个三四
平方米大小的池子内装满黑色
液体，散发出浓烈的气味。池
子内的管子延伸到一个自制的
水箱上，假醋流向罐装机器后
自动加工包装。地面散落各种
天立品牌和山西陈醋品牌标
签，院子内放有大量焦糖色素、
醋精以及苯甲酸钠等添加剂。

现场执法人员介绍，假醋
就是由各种添加剂及色素、自
来水、醋精等勾兑而成。

执法人员介绍，他们查处
时现场已无造假人员，大门紧
闭，工作人员强制打开大门进
入。下一步将通过公安机关查
找房主，对其进行传唤。

新京报

天津独流镇调料“造假村”被曝光

静海急调80余人查处6窝点

1月16日《新京报》发表了题
为《数十调料造假窝点聚集天津
独流镇，假冒对象涵盖各知名品
牌——工业盐勾兑色素造酱油,废
料回收做出“十三香”》的报道。

报道称，在天津市静海区独流
镇的一些普通民宅里，瓜子加工企
业用过的八角、花椒、小茴香，回收
后晾干、粉碎，简单加工灌装，一包
王守义十三香就炮制成功了。工
业用盐、色素、食品添加剂加上自
来水一勾兑，贴上标签就是一瓶李
锦记牌或海天牌的酱油。

在这里，每天生产着大量假冒
名牌调料，雀巢、太太乐、王守义、家
乐、海天、李锦记等市场知名品牌几
乎无一幸免。这些假冒劣质调料，
通过物流配送或送货上门的方式，
流向北京、上海、安徽、江西、福建、
山东、四川、黑龙江、新疆等地。

去年11月底，新京报记者根
据知情人士提供的线索进入独
流镇，对这个厂家眼中的“北方
调料造假中心”进行调查，发现
此地聚集的造假窝点多达四五
十家，每年产值以亿元计，造假
历史更是长达十多年。

你买的“海天”“王守义”
或产自这个“造假村”

新闻回放

1月11日，天津独流镇七堡村一
造假窝点，打假人员在此查获大量假
冒“十三香”的成品、半成品。随后将
假冒产品和机器设备装车拉走。

看上去像迷你小汽车，挂着
“老人代步车”的牌照，在路面上
行驶时有些摇摆。近日，南京交
管部门对“老年代步车”进行摸
底。据悉，春节后这类车辆还敢
上路行驶，将面临扣车以及罚款
的处罚。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目前市
场上销售的老年代步车根本没

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技术检测，
也不在国家允许上牌的车辆目
录中。换句话说，这种车无法上
牌，更不要说购买保险了，属于
无证无牌无保险“三无”车辆，根
本就没有路权。近日，南京市公
安局副局长王秉德表示，“老年
代步车”在南京不能上路行驶。

据悉，从1月9日起，南京市

公安交管局对非法生产、销售、上
路的“三非”老年代步车进行登记
摸底。登记车主的姓名、身份证号
码、购车时间与地点等情况。同
时，交警将告知此类车不得上路行
驶。摸底告知工作今年春节前结
束，春节后对违规上路行驶的驾驶
人将给予扣车和罚款的处罚。

据《现代快报》

右图：1月11日，打假人员在独
流镇一个生产假酱油的村民家中，
查获用于勾兑假酱油的工业盐。

下图：1月11日，天津独流镇，
一户生产假酱油的村民家中，地上
摆满灌装好还没有贴标签的瓶装假
酱油、等待灌装的空瓶子和勾兑假
酱油所用的大塑料桶。

负责调查“亲信干政”事件
的韩国特别检察组发言人李圭
喆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特检组当天向法院申请对三星
电子副会长、三星集团实际控制
人李在镕的逮捕令。

李圭喆说，特检组判断李在
镕向“亲信干政”事件核心人物
崔顺实行贿430亿韩元（约合
2.5亿元人民币），并涉嫌挪用公
款和作伪证。虽然有意见认为

逮捕李在镕会造成三星经营空
白和对经济造成冲击，但特检组
认为树立正义更重要，决定依照
法律和原则处理此事。

检方怀疑，李在镕向朴槿惠
亲信崔顺实成立的两家非营利
性基金会捐款，以换取朴槿惠对
一桩并购案的支持。这一并购
案对于李在镕继承三星集团经
营权、加强对集团的控制至关重
要。

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货
运飞机16日早间在吉尔吉斯
斯坦玛纳斯机场附近坠毁，目
前遇难人数已升至32人。

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副总理
阿布尔加济耶夫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目前遇难人数升至32
人，其中包括4名机组人员。

吉尔吉斯斯坦紧急情况部
先前发布公报说，这架货运飞
机坠毁事故造成超过20人遇
难，其中确认至少造成地面9
名成人、6名儿童以及1名机组

人员遇难，另有 15 所房屋被
毁。目前消防车、救护车已赶
赴现场进行救援。

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机场
新闻处发布公报称，这架土耳
其航空公司的波音747货运飞
机是从中国香港飞往伊斯坦布
尔，本应在16日7时20分左右
降落在玛纳斯机场，然而却在7
时30分左右坠落在楚河州一
个人口较密集的村庄。

目前玛纳斯国际机场已关
闭，货机坠毁原因尚不清楚。

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16日
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
前全球最富有8人坐拥的资产，
相当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约
36亿最贫困人口的财富总额，
世界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乐施会说，这份最新报告
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和2016年
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
榜得出贫富差距的计算结果。

在这最富有的8人中，6人来自
美国、一人来自西班牙，还有一
人来自墨西哥，其中包括全球
首富、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
茨、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
伯格和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
夫·贝索斯。报告建议，为缩小
悬殊的“贫富差距”，应从征税政
策着手，对“富人和企业”提高税
率，并打击避税现象。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继
续下探。“中小创”集体重挫，
深证成指失守万点整数位，盘
中与创业板指数一度出现逾
5%和6%的巨大跌幅，尾盘跌
幅仍接近或超过3%。

近期股指持续走弱，特别

是创业板指数连跌势头不改，
触发部分融资盘平仓。伴随
新股赚钱效应减弱，打新资金
也开始出现离场迹象。在这
一背景下，沪深股市延续跌
势，“中小创”调整幅度明显大
于大盘股。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南
海局势趋稳向好的情况下，日
方仍在不遗余力、处心积虑地
挑拨离间，这种做法居心叵
测，心态极不健康。

有记者问，近日，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访问菲律宾、澳大
利亚和印尼，所到之处都主动
提到南海问题，甚至有报道
说，安倍主动提出向菲律宾提
供导弹，但被菲总统杜特尔特

拒绝。中方对此作何回应？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杜

特尔特总统就任以来，坚持独
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相互平
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其他
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
方对此表示赞赏。

“而日方领导人仍在不遗
余力、处心积虑地挑拨离间，
渲染所谓地区紧张，日方这种
做法居心叵测，心态极不健
康。”她说。

南京：“老年代步车”属三无车辆
春节后上路将扣车罚款

安倍主动向菲提供导弹 杜特尔特拒绝

外交部：日方心态极不健康

A股下探 中小创集体重挫

全球最富8人富可敌“半球”

韩检方申请逮捕三星“太子”

土一货机坠毁逾32人遇难

新华社西安 1 月 16 日电
我国正在秦岭山底开挖一条近
百公里长的地下输水隧洞，目前
已完成60多公里。这项被称为

“引汉济渭”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
将从长江最大支流汉江调水到
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每年可将15
亿立方米的汉江水调入关中，实
现长江和黄河在秦岭“握手”。

陕西省引汉济渭公司总经
理杜小洲说，“引汉济渭”工程将
盘活陕西全省的水资源，从水资
源丰富的陕南调水，不仅能解决水
资源严重不足的关中平原用水，
还能增加7亿立方米以上的渭河
干流水量，通过水权置换争取更
多的黄河用水指标，推动陕北黄
河引水工程建设，为陕北国家能
源化工基地建设提供水源保障。

陕西是中国水资源最短缺
的省份之一，全省人均水资源占
有量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且水资源分布极度不均。为改
变这一现状，陕西省决定从陕南
汉江调水到渭河，启动省内的

“南水北调”工程，这也是国家南
水北调工程的一个重要补充。

“引汉济渭”调水工程计划投
资191亿元，主要由98.3公里的
秦岭输水隧洞、黄金峡水利枢纽、
三河口水利枢纽三大部分组成。

“在秦岭修建输水隧洞，是
人类第一次从底部横穿世界十
大主要山脉。隧洞最大埋深离
地面达到2012米，需要攻克超
长距离通风、涌水、突涌泥、岩
爆、高温地热等世界性难题。”杜
小洲说，“无论是工程量，还是技

术难度，都是中国水利史上里程
碑式的工程。”

记者了解到，隧洞已累计完
成开挖、支护64.4公里，占隧洞
全长的65.5%。目前正在开挖穿
越秦岭主脊段下最后的19.2公里

“攻坚”隧洞，施工方投入了两台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从南北两个
方向“夹击”主攻这段“硬骨头”。

杜小洲说，按工程计划，
2019年秦岭输水隧洞将实现全
线贯通，2020年西安市民就能喝
上汉江水，2030年“引汉济渭”工
程完工后调水总量可达到15亿
立方米，将可满足西安、咸阳、渭
南、杨凌等地及沿渭河两岸其他
地方的生活及工业用水，有效改
变关中超采地下水、挤占生态水
的状况。

“洞穿”秦岭调水 长江黄河“握手”
近百公里长“引汉济渭”输水隧洞已完成60多公里

以上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