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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山水甲天下，可青山绿水
的保护也曾备受挑战。20世纪70
年代，市内大量工业废水及生活污
水未经处理就往漓江排放。那段
时间，清澈的漓江水发黑、发臭。

此后，桂林市先后“关、停、并、
转、迁”了 60 多家污染严重的工
厂，初步切断了漓江的污染源。经
过努力，漓江的污染带逐渐消失。

党的十八大以来，桂林市将漓
江生态保护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专门成立漓江风景名胜区管
理委员会，完善了漓江风景名胜区
保护管理利用联席会议制度，一改
过去“九龙治水”局面。

漓江水质持续好转，桂林环保
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漓江桂林市区
河段水质连续 3 年达到国家地表
水二类水质标准。

500多万人口的桂林，坚守生
态底线的同时，不断谋求发展。

2012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复
桂林成为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
区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桂林市努力探索一条绿色、
可持续发展之路。

“包括文化旅游、绿色智能等
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产业在桂林
快速发展。”桂林市市长秦春成说，
桂林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成为广
西投资最大、水平最高的世界级文
化旅游项目，多家企业获评自治区
级绿色工厂。

近年来，桂林不断推动开放发
展，探索了多项旅游改革政策，其
中不少成为全国第一。2014年，桂
林对日、韩、美、英等 51 个国家公
民实施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是
全国首个实施此政策的地级市。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于 10 月
22日至11月2日开展2018年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对36个重
点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
列市）以及上次督查时进展缓慢的
一些城市进行专项巡查。

城市黑臭水体被称为群众身
边的污染。近日两部门联合印发
的《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
施方案》明确提出，到 2018 年底，
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高于90%。

据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巡查也是继今年 5 月至 7
月对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排查
整改后的“回头看”。巡查共分15
个组，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问题整
改，逐河巡查。

此次专项巡查中，生态环境
部将统一设置5部举报电话，专人
受理黑臭水体举报信息，纳入现
场信息核实清单；同时利用“城市
水环境公众参与”微信公众号，鼓
励公众及时在线举报。

诚信建设万里行

3096.4万余册
3.5亿余元
湖南查获通过电商平台销售非法少儿图书涉案金额最大案件

据新华社长沙10月22日电 记
者从湖南省益阳市“扫黄打非”工作
小组了解到，经过半年多的缜密侦
查，辗转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
地，益阳市“扫黄打非”部门成功侦
破“3·12”特大制售非法有害少儿出
版物案，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 6
名。目前，已查实销售至全国各地
的非法少儿类出版物 3096.4 万余
册，涉案码洋高达3.5亿余元。

据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介绍，该案是“护苗 2018”
专项行动中全国查缴少儿类侵权
盗版出版物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
案件，也是目前全国已查获的通过
电商平台销售非法少儿图书涉案
金额最大的一起案件。

经查，犯罪嫌疑人唐某某同时经营5
家网络店铺，招聘10余家分销商及二级
代理商，在线销售的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
遍布全国各地，流通速度极快。分销商将
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混杂在正规出版物
中销售，消费者在购买时真假难辨。

进一步侦查发现，这些非法出版物
来源于浙江义乌。专案组在义乌查获
了一处囤放百万册非法出版物的仓库，

查明陈某某负责经营印刷厂，承印非法
出版物；吕某某负责非法出版物的加工
装订、打包物流工作。这些非法出版物
通过江苏宿迁某文化公司承销。专案
组在宿迁抓捕江苏两大分销商负责人
徐某成和徐某周。经对非法出版物有
关书号溯源，发现北京某出版社工作人
员董某涉嫌买卖书号行为。5月底，董
某在京落网。

2018年1月，益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局执法人员在网上巡查时，发现唐某某
经营的某文化有限公司网上店铺涉嫌销
售非法少儿图书，销量极大，买家评论反
映“印刷质量一般”“可能是盗版”“书中有
错误内容”等问题。经调查取证，执法部
门判定相关图书为非法出版物。

3月12日，益阳市“扫黄打非”办公
室、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联合市公安
局对该公司的仓库和办公场所进行突
击执法检查，现场查获非法少儿类出版
物 30.1 万余册，码洋 211.1 余万元。鉴
于案情重大，益阳市公安机关迅即成立
专案组。

案发

收网

青山绿水里的
生态文明路

——“ 最 美 山 水 城
市”桂林发展之变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专家学者、媒体、非营利组
织、公众等协同的网络食品安全谣言多元共治机制，是治理
网络食品安全谣言的较优方案。”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
与管理学院教授叶中华表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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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收到群众举报，称“中医养生”“万
病不求人”“华人老板”等多个微信公众号存在食
品类不实言论。

济南市民刘先生说，阅读“华人老板”发布的
文章“扩散！全球 43 种燕麦片可能致癌！千万别
给孩子吃啦！”之后，发现家里就有文中所述品牌
燕麦片，出于恐慌将燕麦片都扔掉了。过了几天，

他看到华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教授赵力超发表在
微信公众号“全民较真”上的辟谣文章：“麦片中的
草甘膦不致癌，该买就买。”刘先生说，有的自媒体
太不靠谱了，给民众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28岁的济南市民张琳琳说，由于她的母亲笃信
各类食品谣言，前一阵看到“食盐中亚铁氰化钾对
人体有害”之后，家里吃了好几个月不加盐的菜。

听信食品谣言，吃了几个月不加盐的菜

记者对近年来多起涉食品安全
的自媒体造谣事件分析发现，这些
谣言常借助视频方式进行传播，缺
乏时间、地点等基本要素，强调后果
严重，在标题制作中故意耸人听闻、

故弄玄虚，吸引受众注意力。例如：
“千万不要吃某某”“抗癌十大食品”
“震惊了，某食品竟然……”等常常
成为网络爆款。

谣言为何层出不穷？警方介

绍，网络谣言制造门槛低，经微信
群、朋友圈、公众号、网上论坛、微博
等转发，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
由于取证难、溯源难，侦破食品安全
网络谣言案件并非易事。

自媒体谣言特点：题目惊悚、视频呈现、无时间地点

记者调查发现，自媒体“谣言
加工厂”已经形成公司化操作，吸
引流量赚广告费，同一家公司旗下
往往拥有许多公众号。

2017 年 9 月，内蒙古和林格尔
县法院裁判的一起案件中，泉州市
江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布“蒙牛

纯牛奶被检出致癌物超标”的视
频。这一视频被大量点击并转发，
仅发布后十几天时间就被1073个微
信公众号转发，使人误以为是最近
刚发生的事件，其中数个公众号转
发视频浏览量过10万次。其中，仅
江鸿公司管理的微信公众号就有

“闽南第一手”“石狮视”“一手”“时
事爆料”“热门街拍”等5个，公司负
责人说，这样做是为了扩大知名度，
增加点击量，赚取收入。一自媒体
公号运营者介绍，部分自媒体与广
告商形成了一条利益链，阅读量和
粉丝数高，就会有广告商找上门。

“谣言加工厂”公司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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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减少“舌尖上的焦虑”？专家表
示，首先要加强网络监管，对于网民投诉要
及时回应，加强对爆款文章和自媒体的监
控，发现异常及时约谈或封号。

■声音

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 建立谣言多元共治机制

自媒体食品安全
如何炮制的？

谣言谣言

燕麦致癌、食盐有毒……在很多网络
自媒体上，食品安全谣言层出不穷。一些旧谣

言甚至在专家辟谣后，过一段时间改头换面卷土重
来，阅读量动辄10万以上，引发人们的焦虑。

《2017年食品造谣治理报告》显示，微信是食品谣言传播主
平台，占比高达72％；其次是微博，占21％。

记者调查发现，利用自媒体造谣已呈现公司化运作趋势，形成“以谣生利”
的产业模式。

两部门联合开展
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专项巡查

●数据
食品安全领域

已经成为自媒体传
谣的“重灾区”。

有 关 数 据 显
示，网络谣言中食
品 安 全 信 息 占
45％。2017 年，仅
公开报道就有 50
余件（次）食品谣言
处罚追责案例，其
中 9 件当事人被追
究刑事责任，40 人
被处以行政拘留、7
人被处以行政罚款
等其他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