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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群众饮食安全

副市长提要求
商报讯
（
记者汤小均

拉萨时事

年2 月13 日星期五6970000
报料热线

）食品
安全一直以来都是市民重点关注
的问题，也是各相关部门的工作重
点。 10 日，拉萨市食品安全工作会
议在市政府召开。 拉萨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曹边疆要求，今年要突
出监管重点， 确保群众饮食安全，
要从源头上防止农产品污染。
曹 边 疆 在 会 上 指 出 ，2008
年，“
三鹿事件”发生后，拉萨市各
相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 密切沟
通联系，充分履行职责，组织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专项检查和联合检
查， 切实维护了拉萨市食品市场
安全， 保障了广大群众的饮食安
全。 曹边疆在对 2008 年拉萨市
食品安全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的同
时， 也对 2009 年拉萨市食品安
全工作提出了要求。
曹边疆说，2009 年要突出食
品安全各环节监管重点，确保群众
饮食安全；要进一步加大农业投入
品专项整治力度，从源头上防止农
产品污染；要严格实施食品质量安
全市场准入制度，大力整顿食品生
产加工企业，严厉打击生产加工过
程中滥用食品添加剂和使用非食
品原料的违法行为，切实规范食品
生产秩序；要加强食品流通领域的
监管，严格实施各项制度，继续加
大对重点品种、重点环节、重点区
域的监管，严厉查处制售假冒伪劣
食品和有毒有害食 品 的 违 法 行
为； 要加大食品消费环节的整治
力度， 全面开展食品卫生监督量
化分级管理工作， 要进一步加大
农牧区食品安全监督和食品安全
示范县创建， 积极探索农牧区食
品安全监管模式， 确保农牧民群
众饮食安全； 要逐步建立和完善
协调机制， 进一步整合食品安全
工作力量；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
信息发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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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让老百姓平安过年
严打 本报专访拉萨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延清

■记者汤小均

拉萨市公安局根据刑事、治安
案件发生的特点，自上月下旬开始
进行了冬季严打行动。 那么，此次
严打专项行动打击的重点、目的是
什么呢？ 对此，记者采访了拉萨市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延清。 据
介绍，截至目前，严打行动取得了
显著成果， 破获故意杀人案数起，
并有效净化了市民反映强烈的治
安复杂的娱乐场所等地。
拉萨同其他地方一样，也存
在着社会治安问题，公安机关集
中严打是维护社会治安行之有
效的手段，这次严打也不例外。
“根据惯例， 每年冬季和节日期
间，是刑事、治安案件和交通事
故的高发期， 我们根据实际情
况，并结合广大市民的要求和期

待，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 开展了冬季严打专项行
动。 ” 张延清说，“打击犯罪、保
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
公安机关的天职。 ”
据张延清介绍，此次严打仍然
本着
“
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犯
罪和什么地方治安混乱就整治什
么地方”的原则，重点打击杀人、抢
劫、爆炸等恐怖暴力犯罪，以及市
民反映强烈的治安环境复杂、存在
消防安全隐患的娱乐场所等地。 在
严打行动中，拉萨市公安局刑警支
队破获了数起故意杀人案。 如
2008 年 11 月 27 日， 一对夫妇晚
间莫名在自己位于拉鲁菜市场附
近的百货店中被害。 拉萨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接到报案后，迅速组织侦
查人员赶赴现场展开工作，通过现
场分析判断，凶手谋财害命的可能

性较大，侦查人员于是放弃休息时间
以便尽快侦破此案。 冬季严打专项行
动开始后，侦查人员主动放弃春节与
家人团聚，通过大量工作确定犯罪嫌
疑人所在地方后，秘密布控，并奔波
于四川，于 2009 年 2 月 2 日将犯罪
嫌疑人抓获。
“除了破获数起故意杀人案，
我们还破获了一起系列摩托车盗
窃案。 不仅如此，严打行动中我们
还整治了治安环境复杂的娱乐场
所等地，让市民有了安全感，提升
了公安民警在市民心中的形象。 ”
张延清说，如 2 月 4 日，专项打击、
整治工作组在检查、 复查工作中，
发现部分朗玛厅、小型酒吧存在未
在公安机关备案，从业人员证件不
齐，消防设施不符合规定，有严重
治安、消防隐患等问题，检查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等相关
规定，予以查封。 同时加大了对网
吧的清理力度，在东郊某网吧内抓
获一名职务侵占案犯罪嫌疑人；加
大了对烟花爆竹的清查力度，收缴
了一大批质量不合格以及燃放危
险性较大的烟花爆竹。“通过一系
列整治， 有效净化了社会治安环
境，市民均拍手称好。 ”
张延清说，通过严打专项行动，
给已过去的春节和即将到来的藏历
新年创造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让市
民平安过年。 同时，张延清表示，拉
萨市公安机关将根据治安形势，一
如既往严厉打击各种犯罪行为，“犯
罪一日不止，打击一日不停，公安机
关将以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为首要任务， 认真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为创造平安拉萨、和谐拉
萨而不懈努力。 ”

拉萨市公安局联合市文化局、
工商局等 8 家单位继续开展夜查行动

违法经营
忘不了羌塘酒吧被查封
商报讯
（
记者汤小均

）11 日
晚，拉萨市公安局联合市文化局、
工商局等 8 家单位继续开展夜查
行动。当晚突击检查了音像店、宾
馆、酒吧、网吧等场所。 在检查过
程中， 发现位于林聚路的忘不了
羌塘酒吧违法经营， 检查组因此
依法予以了查封。 同时收缴盗版
光碟 35 张，清理“黑保安”13 人，
并对其他存在治安、 消防隐患的
场所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拉萨市公安局相关 负 责 人
告诉记者， 在当晚的检查中，发
现忘不了羌塘酒吧证照不齐违
法经营， 而且存在严重治安、消
防隐患，“对此，我们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
定，依法予以了查封。 ”据介绍，
检查中，检查人员查出雇佣“黑
保安”场所 7 家，清理“黑保安”
13 人。同时还发现部分场所未建

立营业日志和从业人员花名册；娱
乐场所证件过期，部分场所雇佣和
聘用的从业人员证件不齐，场所经
营证照过期；包间有隔断、内锁、无
透明窗或透明窗不符合规定等情
况。 消防方面，部分场所存在消防
通道堵塞应急灯被装饰品遮挡、消
防器材过期不能发挥作用、未按规
定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疏散
方案、营业超时、未按规定对证照
进行年检等行为。

针对以上情况， 工作组根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治 安 管 理 处 罚
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的相关规定，依法下发了
《责令整改通知书》和《责令限期整
改通知书》， 并对业主和经营主管
人员进行了警告，要求业主在规定
时间内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对提出
的整改内容要逐一落实，检查组还
将不定期进行复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