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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上接 1 版）“西非门户”塞内加尔，习

近平主席非洲之行第一站。2005 年两国复
交以来，中塞关系健康稳定发展。2016 年，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作为嘉宾国元首出席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两国元首将中
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
前，中国是塞内加尔第二大贸易伙伴、最大
融资来源国。

近年来，中塞务实合作一直走在中非
合作前列。助力塞内加尔工业腾飞的迪亚
姆尼亚久工业园，深受当地民众欢迎的中
国农业专家技术培训，中方援建的地标建
筑塞内加尔国家大剧院……在中非合作宏
大图景上，中塞合作是一抹亮色。

此次访塞是习近平主席首次访问西非
国家。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萨勒总统
举行会谈，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为中塞
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千丘之国”卢旺达是连接中东非的桥
梁。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卢，卢旺达全国高
度关注。“期待习主席访问进一步拉近卢中
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领域合作，进
一步推动中国对卢、对非投资。”卢旺达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赫尔曼·穆萨哈拉说。

中国是卢旺达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卢
旺达重建和工业化进程中，中国提供了宝
贵援助和多方支持。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感
叹：“中国带给非洲人的，正是非洲人所需
要的。”

访卢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卡加梅总
统举行会谈，共同见证多个合作协议签署，
推动双方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彩虹之国”南非，习近平主席访非
第三站。建交 20 年来，中南关系实现由
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重大跨越，“同志加兄弟”的特
殊友好关系历久弥坚。目前，中国是南非
最大贸易伙伴，南非是中国在非第一大贸
易伙伴。

这将是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对南非进行
国事访问，也是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就职后
接待的首次国事访问。拉马福萨总统用“南
非举国上下欢迎”表达对中国贵宾的热切
期盼。访南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拉马福萨
总统举行会谈并出席中南建交 20周年庆
祝活动，就发展两国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
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
中南关系发展新蓝图。

“印度洋明珠”毛里求斯，习近平主席
中东非洲之行最后一站。中毛相距遥远，但
情谊深厚。中国是毛里求斯最大贸易伙伴，
毛里求斯是第一个与中国开启自贸谈判的
非洲国家，也是唯一一个把中国春节列为
法定假日的非洲国家。访毛期间，习近平主
席将会见贾格纳特总理，推动中毛友好合
作深入发展。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
一直是中国外交“基础中的基础”。在中国
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看来，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
选择非洲，进一步凸显中非关系在新时代
中国对外工作中重要地位。

过去 5 年来，中非不断深化政治互信、
发展互助、理念互鉴，共同书写了共建“一
带一路”、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大文章”。今年是中非合作的大年，习近平
主席此行将同 9 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形成共振共鸣，掀起中非关系新热
潮。

共迎挑战 拓展全球治理

新维度

7 月 25 日至 27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
将齐聚“黄金之城”约翰内斯堡。这将是习
近平主席连续第六次出席或主持金砖国家
领导人会晤。

金砖合作在新兴力量崛起大潮中应运
而生，如今迈进第二个“金色十年”。一面是
世界经济持续复兴，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
未艾；一面是全球治理挑战不断增多，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逆势而动。新形势新变化
下，金砖国家如何担起金砖责任、彰显金砖
作用、体现金砖担当，引人注目。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国际贸
易和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重大冲击。从金砖
伙伴到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捍卫开放型
世界经济的中国主张。”巴西里约热内卢
州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毛里西奥·桑托
罗说。

从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
的金砖精神，到倡议构建金砖国家四大伙
伴关系，再到推动确立经济、政治、人文
“三轮驱动”的金砖合作架构，过去 5
年，中国对金砖合作引导力、塑造力不断
提升。约堡会晤前，中方提出了建立“金
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倡议，得到
有关各方积极响应。

约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金
砖国家工商论坛，领导人小范围会议、大范
围会议，纪念领导人会晤 10周年非正式会
议等活动，并同有关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
会见，向国际社会传递深化金砖合作、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信号。

此次约堡会晤延续厦门会晤合作势
头，以“金砖国家在非洲：在第四次工业革
命中共谋包容增长和共同繁荣”作为主题，
采用厦门会晤合作模式，广邀发展中国家
与会，举行金砖国家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对
话会、“金砖+”领导人对话会。

“金砖合作机制是南南合作重要平台，
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
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夯实金砖合作、做好
南南合作这篇大文章，将是对完善全球治
理的最大贡献。”陈凤英说。

穿越丝绸之路，携手中阿民族复兴；对
接发展战略，推动中非团结合作；引领金砖
合作方向，共促全球治理变革。习近平主席
此次中东非洲之行必将为发展中国家团结
合作开拓新天地，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注
入新动力。

(参与记者：陈威华、吕天然、苏小坡)

国家海洋督察组要求各相关省区市制订整改方案

实施最严格管控，全面禁止新增围填海

假冒国际大牌 谎称月瘦 20 斤 成本几十卖数百

代餐食品成新宠，质量堪忧乱象多

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记者刘诗平)国家
海洋督察组近日陆续向广东、上海等 5省(市)反
馈围填海专项督察情况。加上今年 1 月对辽宁、广
西等 6省(自治区)反馈围填海专项督察情况，我
国沿海省份的围填海专项督察情况已全部进行反
馈。

督察结果显示，沿海各地普遍存在不合理乃
至违法围填海，给海洋生态环境、海洋开发秩序带
来了一系列问题。对此，督察组要求各相关省区市
抓紧研究制订整改方案，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科
学管海用海上发力，坚决打好海洋生态保卫战。

督察全覆盖：围填海问题触目惊心

2017 年，国家海洋督察组分两批对沿海 11
个省区市开展了围填海专项督察。

督察显示，这些省区市存在 3 个方面带有共
性的突出问题：

——— 严管严控围填海政策法规落实不到位。
围填海空置现象普遍存在。经督察组核查，2002
年以来，天津市累计填海面积 27850公顷，空置面
积 19202 公顷，空置率达 69%；2013 年至 2017
年，浙江省填海造地 8820 . 25 公顷，实际落户项
目用海面积 5082 . 41公顷，空置面积 3737 . 84公
顷，空置率达 42 . 38%；2012 年以来，山东省填海
造地 11357公顷，空置率近 40%；广州市龙穴岛

2014 年已填海成陆 416公顷，至今仍有 290公顷
空置，空置率 69 . 7%。

——— 围填海项目审批不规范、监管不到位。化
整为零、分散审批问题突出。天津市共有 13 个总
面积达 1548公顷依法应报国务院审批的围填海
建设项目，被拆分为 38 个单宗面积不超过 50公
顷的用海项目，由市政府予以审批；浙江舟山、台
州 3 个用海项目填海 259 . 7公顷，被拆分为 8 个
单宗不超过 50公顷的项目由省政府审批，规避国
务院审批；广东茂名市 2 个项目填海面积合计
63 . 79公顷，均被拆分为单宗不超过 50公顷的项
目由省政府审批，规避国务院审批；上海市临港物
流园区奉贤分区垦南圈围工程、团结塘圈围工程、
中港圈围工程、港区圈围工程 4 个项目填海面积
105 . 58公顷，作为整体项目统一招投标、施工，将
应由国家审批的项目变为地方直接审批。

———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突出。近岸海域
污染防治不力，督察组排查出的陆源入海污染源
与沿海各省区市报送入海排污口数量差距巨大。
天津市 8 条入海河流中，有 7 条断面常年处于劣
V 类水质；广东省提供 548 个入海排污口、299 个
养殖排水口的情况，督察组排查发现各类陆源入
海污染源 2839 个，大量入海排污口未纳入监管；
浙江省环保部门提供 462 个入海排污口的情况，
督察组排查发现各类入海污染源 1376 个；山东省
环保部门提供 558 个入海污染源的情况，督察组

排查发现各类陆源入海污染源 899 个，仅 153 个
纳入监管；上海市提供 98 个陆源入海污染源，与
督察组核查发现的 148 个陆源入海污染源存在差
距。

边督边改：高度重视海洋督察

此次海洋督察，重点查摆、解决围填海管理方
面存在的“失序、失度、失衡”等问题。从反馈的内
容看，沿海各地普遍存在的不合理乃至违法围填
海。

对此次海洋督察，广东、上海等省市高度重
视，接受督察、边督边改。

统计显示，截至 2018 年 4 月底，广东对督察
组转办的 322件举报办结 305件，其中立案处罚
19件，责令整改 196件；浙江对督察组转办的 114
起举报办结 111 起，其中立案处罚 10件，责令整
改 23件；山东对督察组转办的 74件举报办结 71
件，其中立案 39件；上海对督察组转办的 17件举
报全部办结，其中整改 12件，立案处罚 1件；天津
对督察组转办的 11件举报已办结 9件，其中责令
整改 3件。

坚决整改：打好海洋生态保卫战

督察要求，相关省区市政府彻底扭转重开发

轻保护的惯性思维。按照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
的要求，对政府主导未批先填，化整为零、分散审
批，财政代缴或返还罚款等审批监管不作为、乱作
为的情形，厘清责任，严肃问责。

督察同时要求，实施最严格的围填海管控制
度，全面禁止新增围填海。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
域综合治理，严控陆源污染物排放，切实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

国家海洋督察组对督察发现的突出问题进行
了梳理，形成问题清单，已按程序移交被督察各省
区市政府，并要求其结合督察组提出的意见建议，
抓紧研究制订整改方案。

针对督察组开出的“诊疗单”，上海、浙江、天
津等省市负责人表示“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
整改”；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表示“狠抓问题的整改
落实，同时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山东省省长龚正
表示“确保认识水平提上去、提到位，整改措施落
下去、落到位，海洋工作强起来、强到位”。

业内人士指出，各相关省区市应抓住国家海
洋督察的有利契机，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科学管
海用海上发力，打好海洋生态保卫战，全面提升我
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据了解，结合围填海专项督察整改工作，自然
资源部将继续采取最严格的围填海管控措施，使
保护优先、集约利用的用海理念牢固确立，使海域
开发利用得到可持续发展。

新华社上海 7 月 13 日电(记者谭慧婷、周琳)
对于热衷保持苗条身材的人来说，代餐食品早已
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除了常见的代餐粉，还有诸
如酵素饮料、代餐奶昔等形式。这些食品在线上售
卖时，往往极力宣传神奇的减肥效果，号称可以完
全替代食物食用，不少还声称是国际大牌，价格不
菲。

然而记者却调查发现，五花八门的代餐食品
中，有的“假冒大牌”，有的连热量表等基本信息都
没有，质量堪忧。专家认为，代餐食品只是一种普
通食品，不应明示减肥效果，均衡营养对身体更为
重要。

代餐产品成“她经济”新宠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代餐粉”，带有该关
键词的相关商品数量庞大，有 100 多页。某电商平
台上的数据显示，代餐粉主要有以下几类：杂粮五
谷类的代餐冲饮、需热水冲泡的速食汤类(如某品
牌的菌汤等)、果蔬粉、膳食纤维粉等。除此之外，
还有代餐奶昔、代餐饮料等。这些产品大多宣称自
己“低卡、营养全面、有饱腹感”，以此达到减肥目
的。

除了电商平台，微信朋友圈也是代餐食品售
卖的主要场景。记者发现，这些代餐食品大多包装
精良，会标注“低卡”“纤维”“健康”等关键词，所配
的图片也往往是摆放优雅的摆盘，辅以蔬菜沙拉，
看起来非常“绿色”“健康”，更有的在宣传图中打
出了“专业营养师一对一指导”的标语，完美迎合
了消费者们希望健康减肥的心理。

虽然只是普通食品，但这些电商平台中的代
餐类商品却都在不遗余力地明示或暗示其减肥效
果。例如，一些在醒目位置标注了“告别大饼脸、蝴
蝶肩、水桶腰、大象腿”等广告词；一些则更加“露
骨”地说明，可以“7 天瘦 5 斤”“月瘦 20 斤”“30 天
小蛮腰”等。

这些代餐食品销量颇高。在某电商平台搜索
“代餐粉”按照销量排序，排名第一的产品在商品
图中打出“热销 300 万罐”字样。

存在的问题五花八门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倍受追捧的代餐食品却
问题多多：

——— 资质存疑，“国际大牌”作坊制造。根据公
安部门去年 12 月发布的消息，苏州市公安局吴中
分局于去年 11 月破获一起保健品制假售假案，制
假者在地下作坊仿冒某国际知名代餐奶昔，成本
仅几十元的奶昔以数百元的价格售出。

犯罪嫌疑人丁某等人制造出外观、口感几可
乱真的代餐奶昔后，通过快递、物流等形式将假货
销往各地，提供给分销商，分销商再利用网络零
售、交易平台进行伪装分销，月销量超过 1000 瓶，
月盈利在 10 万元以上。该团伙销售网络涉及 10
余个省份，警方现场缴获各类制假半成品近两吨，
涉案金额近两千万元。

——— 夸张宣传，一个疗程就能瘦 10 — 20 斤。
记者询问了在朋友圈销售某品牌代餐食品的一名
代理。该品牌产品包括胶原蛋白酵素、玻尿酸奶
昔、果蔬粥等，定价均不菲，125 克奶昔定价 98
元，750 毫升一瓶的蛋白酵素定价 398 元。据她介
绍，产品减肥原理是“利用酵素排毒、加快体内新
陈代谢、再通过早晚奶昔和果蔬粥取代早晚饮食，
保证人体能在营养充分的状态下，控制热量的摄
入，加速脂肪燃烧。”该代理称一个疗程 6周，产品
定价 3564 元，“好好配合，一个疗程会瘦 10-20
斤，而且皮肤会变好”。

记者购买了几款电商平台的代餐粉发现，包
装上连基本的热量数据表都没有。

——— 代理乱象，线上培训就可进行销售。上述
品牌代理同时声称，该品牌目前北京地区的销售
团队有近 500 人，购买价值 5000 元的商品即可成
为三级代理，可八折拿货；5 万元即为二级代理，
能六五折拿货。而一次性投资 40 万元就能成为她

这样的一级代理。当记者问到“是否需要进行培
训”时，该代理称“加入之后就有培训，培训都是线
上的，你可以边培训边卖”。而事实上，在网络上进
行食品销售也需要相关的资质。

专家：减肥应科学，量力而行

关于代餐食品是否有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
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说，市面上大多
数代餐食品都是以膳食纤维为主要成分，不易消
化，让人有饱腹感，但这往往是以放弃其他营养
为代价，也就是说，目前市面上的代餐食品存在
营养不够均衡的情况，完全代替其他饮食存有一
定风险。

朱毅说，代餐只是一个辅助手段，最主要的
还是结合运动改善饮食方式。

“适度地限制饮食对身体有利，但是完全依靠
节食一个多月瘦那么多，对身体机能会有很大影
响。”朱毅认为，目前对于代餐食品的监管尚处于
空白，需要出台具体的生产标准，“同时加大执法
力度，确保代餐食品里没有非法添加，规定代餐
食品的营养元素具体应该达到多少”。而作为普通
食品，并不能宣称有减肥的效果，对于网上铺天
盖地的减肥宣传也应加强监管，设定产品宣传的
标准。她提醒广大消费者，减肥不可一蹴而就，不
能贪求快，“一定要量力而行”。

诚信建设万里行

环保督察“回头看”曝光虚假整改“五大花招”
一边下大力气拼凑材料，欺骗督察组称河流

“清澈见底、鱼类成群”，一边当“甩手掌柜”，未清
淤、未截污，河道黑臭依旧；一边上报称“三无”养
鸡场已自行拆除，一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
养鸡场增养上万只鸡……

近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进驻工作结
束，部分地方和企业虚假整改的“花招”也暴露
出来。

花招一：靠表面功夫，玩“临时达标”

澜水河、海仔大排坑、龙沥大排坑和黄坑河是
纳入广东省清远市黑臭水体整治的河流。当地政
府上报材料称，四条河流水质监测均达到要求，有
关满意度的公众评议结果为 96%，还形象地描述
河流“清澈见底、鱼类成群”。

然而，当督察组来到海仔大排坑“回头看”时，
附近小区居民纷纷诉苦，说这条河远没达到“不黑
不臭”的标准。记者采访时，附近五洲世纪城小区
多名居民抱怨，住在十楼以上都能闻到臭味，经常
不敢开窗。“一督察，整治工程立马动起来了。功夫
下在平时该有多好。”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大妈捏着
鼻子，快速走过河边，不愿驻足。

原来，当地为了“临时达标”，既没有截污也没
有清淤，而是采取了应急方式——— 水系连通，也就
是调水稀释。

花招二：心存侥幸，整改按兵不动

部分企业环保意识缺乏，为了经济利益，在整
改面前摆出一个“拖”字诀。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
县泰美镇，督察组检查一家环保“三无”养鸡场时，
发现这家占地 11 亩的养鸡场，废水通过土渗坑直
排地下。当地上报材料称，在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
后，该养鸡场已自行拆除。

可督察组检查时发现，现场污水横流、废水坑
水流缓慢、发黑发臭，蚊蚋成群，令人作呕。原来，

这家养鸡场不但拖了两年未拆，反而增养了上万
只鸡。

走进宁夏灵武市再生资源循环经济示范
区，废旧汽车拆解露天作业，工作人员的衣服
布满污渍已看不清颜色，成片成片的油污渗入
土壤中。园区在 2016 年就被中央环保督察组查
出侵占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 1293
亩，可两年来，园区未见任何清退土地和污染
整治迹象。

现场检查时，督察组询问灵武市有关负责
人“两年来做了哪些工作？”，他们表示，曾
“寄希望于自然保护区重新勘界，将产业园区

调出保护区”。

花招三：不查问题，反赖举报不实

6 月 7 日，督察组进驻广西开展“回头看”，此
后不久就接到群众举报称北海市北海诚德镍业有
限公司 200 万吨冶炼废渣堆填铁山港，占用海滩
面积超 400 亩，严重污染环境。

督察组发现，这家公司已不是首次被举报，在
2016 年首轮中央环保督察期间也因环境污染问
题被群众举报。但此次北海市核查后回复督察组：
该公司手续齐全，各项污染物排放达标，群众举报
不实。

群众举报真的不实吗？督察组现场检查结果
与北海市核查结果截然不同：群众投诉情况属实，
该公司大量强碱性冶炼废渣堆填侵占滩涂约 600
亩。铁山港约 1400 亩区域满目疮痍、一片狼藉，环
境状况触目惊心，群众反映的问题不仅未整改，反
而愈演愈烈。

花招四：百般抵赖，拒不承认

“位于广东惠州博罗县龙溪镇小蓬岗村宏兴
码头附近的志鸿堆放场和志鸿石头破碎场无证经
营，没有环保手续，粉尘污染相当严重。”根据线
索，6 月 21 日下午，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对该场
所进行突击检查。

督察组到达现场，一个占地约 2 万平方米的
堆放场令人“大开眼界”：大量的陶瓷生产原料白
石、青石露天摆放，没有任何遮盖。下过雨后的堆
放场道路泥泞、脏水淤积。

场内没有工人在作业、也听不到机器运转的
轰隆声。现场遇到的仅有的一名管理人员一直声
称“这里已经停产好几个月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督察人员走进一个简易厂
房，厂内碎石、小斗车随意摆放，没有任何粉尘
收集处理设施，灰尘落满厚厚一地。督察人员上

前摸了摸碎石机的电机，“烫的！”当督察人
员再一次追问是否真的停产时，这名管理人员默
不作声。

记者随督察人员走出碎石场时，一阵大风刮
来，场内一堆堆碎石上的沙尘漫天飞扬，遮蔽视
线，整个场面颇像灾难片。而场外不远处，就有一
排排居民住宅楼和小商铺，居民生活其中。

花招五：一查就停，一走就非法生产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西沟门移
民新村木器加工厂，一张封条字迹清晰、印章鲜
红，时间是“二〇一八年六月二日”，也就是督察组
“回头看”进驻 4 天前。而另一张封条被撕开，时间
是“二〇一七年元月六日”，也就是第一轮环保督
察不到半年后。这一新一旧两张封条都是“和林格
尔县环境保护局封”。

督察发现，这家工厂在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
后，已受到“对企业予以取缔，责令拆除生产设备”
的处罚，被当地环保局查封。然而，督察组前脚一
走，企业又恢复非法生产，现在环保督察“回头
看”，又被“查封”了。

针对一些地方应对环保督察耍出的各种“花
招”，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的重点之一就是盯住各
地督察整改不力，甚至“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敷
衍整改”等生态环保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这次“回头看”将一些地方虚假整改的花招一
一曝光，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将有助于地方
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和督察整改措施真正落到
实处。 (记者周颖、高敬、赵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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