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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10时，成都武侯区龙腾街，
10多位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分成两组，
一组在亮明身份后径直进入一家名
为“小草屋”的商店；另一组执法人员
则迅速钻进了旁边的一家连锁超
市。此次前来，是集中整治校园周边
的不合格“五毛食品”。

成都市食药监局稽查总队食品
安全稽查二支队副支队长廖鸿平走
在最前面，进门后就开始查看货架上
的小食品。

牛奶、面包、棒棒糖、辣条、魔
芋条、素毛肚……放眼望去，不大
的食品架上满满当当放满了各式
五颜六色的小零食，足足占据了整
面墙，这些食品以颜色艳丽的糖果
和糖水饮料为主，为了方便购买，
不少食品的包装都被拆开，任留食
品直接裸露在外，而一些饮料多以
形状设计吸引人的眼球，虽然长相
可爱，却没有任何标识，也不知道
具体为什么饮料。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调查，执法人
员发现，“小草屋”涉嫌销售超过保质
期、标签标识不清晰的、无任何标签
标识的小食品。接下来，武侯食药监
部门将对该店进行全面清理，对不符
合食品安全的过期食品、三无食品进
行扣押，对店铺进行立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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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布两大人才新政

力争5年时间 吸引2000名“千人专家”

卖过期“五毛食品”这家学校周边的小卖部被抓现行

辣条、唐僧肉、牛板
筋……童年最爱的“五毛
食品”，好吃到停不下
来。如今，“五毛零食”的
花样越来越多，生产也越
发正规，但仍有少数商贩
将不合格“五毛食品”卖
给学生。

24 日上午 10 时，在
成都武侯区龙腾街一家
小学对面，成都市食药监
局的执法人员就在一家
名为“小草屋”的商店，发
现少数标签标识不清晰、
无任何标签标识的小食
品，甚至过期食品。

目前，武侯食药监部
门已对该店进行全面清
理，对不符合食品安全的
过期食品、三无食品进行
扣押，对店铺进行立案查
处。

执法现场
过期的“五毛食品”都在买
还有三无产品

“不是所有五毛食品都是不
合格食品。”成都市食药监局相
关负责人说，“五毛食品”，一般
是指单价为“五毛”左右的调味
面制品（辣条）、豆制品、肉制品、
水产制品、膨化食品、糖果、饮料
等小食品。而不合格“五毛食
品”，主要包括：未经许可或备案
生产的“三无”食品；微生物超
标、滥用添加剂以及非法添加等
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等。

此外，食品安全专家提醒
说，从膳食和营养角度而言，就
算是合格的“五毛食品”，也可能
是高糖高盐高油食品，建议孩子
尽量少食、甚至不食这类零食。

该负责人说，此次为进一步
提高校园及周边食品质量安全，

严厉打击校园及周边食品违法经
营行为，四川省食药监局也要求
各市州集中整治学校周边的“五
毛食品”，时间将持续到6月底。
在集中整治过程中，全省还将对

“五毛食品”进行监督抽检，一旦
发现抽检不合格的，立即采取暂
停生产销售、封存库存、召回不合
格食品等措施，并对不合格食品
进行集中销毁。涉嫌违法犯罪
的，将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成都市食药监局号召家长
也加入到不合格“五毛食品”的
整治行动中来，如果发现不合格

“五毛食品”的相关线索，都可以
及时拨打 12331进行举报后，一
旦举报线索属实，还将获得成都
市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举报有奖
整治学校周边的“五毛食品”将持续到 6 月底

封面新闻记者 吴柳锋
见习记者 韩雨霁

执法人员检查“五毛食品”

《实施意见》提出，突出
“高精尖缺”导向，以我省发展
急需紧缺的高层次留学人员、
华人华侨专业人才和外国专
家为重点，着力引进“四类人
才”，即：一批具有重大原始创
新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
战略科学家，一批掌握关键核
心技术、推动重大技术革新的
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一批熟
悉国际规则、具有战略开拓能
力的高级管理人才和金融人
才，一批具有较高学术造诣、
适应我省未来发展需求的紧
缺专业人才，不断提升人才队

伍核心竞争力。
省人才办有关负责人：

所谓“高精尖缺”，“高”指的
是层次高，“精”指的是专业
精，“尖”指的是行业拔尖，
更重要的是“缺”即四川紧
缺，这体现了人才引进理念
的重大变化，也是用人导向
的重大调整。引进人才应
坚持按需引进、以我为主，
防止为引而引、盲目攀比，
实 现 从 单 纯 追 求 数 量向质
量的转变，从而实现人才发
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匹
配。

■天府早报记者 冯浕

5月24日，四川人才新政
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现
场获悉，省委、省政府印发了
《关于大力引进海外人才、加
快建设高端人才汇聚高地的
实施意见》，省委组织部等13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四川省
“天府万人计划”实施办法》。

根据海外人才《实施意
见》，四川力争通过5年时间，
全省“千人计划”专家累计达
到2000人，海外留学回国人
员、在川外国留学生、来川工
作交流的外国专家每年分别
达到1万人、1.5万人次、2万
人次，基本形成一支与我省建
设内陆开放型高地、实现转型
发展创新发展相适应的海外
创新创业人才队伍。

根据“天府万人计划”《实
施办法》，从 2018 年起至
2027年的10年，四川重点围
绕我省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
需求，采取分层分类遴选方
式，省层面重点支持100名左
右杰出人才、1200名左右领
军人才和1000名左右青年拔
尖人才，示范带动各市（州）支
持培养10000名左右各类高
层次人才，形成与省“千人计
划”相互衔接的高层次人才队
伍建设体系。

《实施意见》提出，着眼
借智借力实现更大发展，深
化与海内外名校名院名企合
作，力争 3 年内与综合实力排
名靠前、同全省产业发展契
合的国内名校名院名企建立
全面战略合作关系，5 年内与
国（境）外知名大学和研究机
构、境外世界 500 强企业基本
建立合作关系，支持各地和
园区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
产学研合作平台，支持区域
中心城市建设现代大学城和
未来科技城，构建集人才引
进、干部培训、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等为一体的全方位合
作格局。

省人才办有关负责人：下
一步深化的重点是，全面推进
省校省院省企战略合作，支持
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双城”（现
代大学城和未来科技城），引
导各类创新要素加快向四川
集聚。目前，天府新区成都
科学城正在加快建设，而宜
宾市积极推进大学城和科技
创新城建设，在一年多时间
里已与 11所高校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6个产业技术研究院
正式挂牌。

亮点
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引进人才

《实施意见》提出，着眼加
快人才国际化进程、建设高端
人才汇聚高地，力争通过 5 年
时间，省“千人计划”专家累计
达到2000人，海外留学回国人
员、在川外国留学生、来川工作
交流的外国专家每年分别达到
1万人、1.5万人次、2万人次，基
本形成一支与我省建设内陆开
放型高地、实现转型发展创新
发展相适应的海外创新创业人
才队伍。

省人才办有关负责人：

与东部发达地区和一线城市
相比，我省包括成都市的人
才国际化程度都有较大差
距。这四个指标中，省“千人
计划”、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的
目标实现翻番，对吸引在川
外国留学生、来川工作交流
的外国专家也提出了大幅增
长（50%以上）的目标。这一
目标的设置，旨在以更大力
度、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人
才竞争，加快延揽海外优秀
人才为我所用。

5年实现省“千人计划”和“海归”翻番

支持区域中心城市开展“双城”建设

《实施意见》提出，重点在
成德绵等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区打造一批国际化人才合作
先导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打
造一批高水平的国际人才港，
特别是支持自贸试验区及天
府新区、成都高新区、成都市
郫都区等率先建设集海外研
发及孵化中心、留学人员创业
园、国际化学校、医院和社区
于一体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园。

省人才办有关负责人：这
一举措，旨在营造“类海外”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帮助外国人
才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据
了解，天府新区海外高层次人
才创新创业园项目一期已于
2017 年 10 月开工，二期计划
2018年底前开工，2020年底前
投入运营，总用地面积约370
亩，主要建设总部办公、企业
孵化中心、研发办公、展示中
心、配套商业及公寓、其他基
础配套设施等，建成后将成为
集聚全球顶尖领军人物的重
要平台。

（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打造国际化人才聚集平台

新都地税进校园
开展税法宣传活动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近
日，新都地税携手国税部门共
同走进三原外国语学校，开展
税法宣传系列活动，通过开展

“税收伴我成长”签名活动、建
立税法宣传基地、开展主题班
会等方式，大力传播税收知识
和理念，鼓励青少年培养正确
的税收意识，营造校园税收文
化氛围。

据了解，在接下的时间，新
都地税还将针对该校师生，定
期上门开展个人所得税等政策
培训，逐步推动税法知识教育
向学校日常教育渗透融合，引
导青少年学习和宣传税法，打
造“教育学生、带动家庭、辐射
社会”的税收宣传新格局。

青羊区德盛路社区
举办首届邻里节

早报讯（记者 赵霞）5月24
日，成都市青羊区德盛路社区
开展了以“邻里和谐 协商共
治”为主题的首届邻里节活
动。此次活动堪称“大手笔”，
社区特地为来到现场的 200
余位居民，准备了超级精彩的
四大环节活动。不仅有精彩
的文艺汇演、智慧大比拼，还
有首届最美“邻里”评比、最美
邻里全家福展、传统文化艺术
展，更是组织了居民参加院落

“邻里宴”，以及观看反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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