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9日， 市市场监管局大岭

山分局联合市公安局大岭山分局对东莞

市大岭山镇XX工业园罗某经营的冷冻

仓库进行检查，现场发现该冷库存放有冷冻猪舌、冷冻猪

肚等无合法来源冻肉一批。 经查明，上述涉案冻肉均为无

合法来源证明进口商品，罗某无法提供货主信息、新冠检

测和消毒证明、检验检疫证明和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自

2020年8月以来，罗某在未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以收取

仓储保管费方式为他人提供仓储、保管服务，构成了无证

经营从事仓储服务及为他人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商

品提供仓储服务的违法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现场对上述无合法来源进口冻肉采取

强制措施，对涉案冻肉的货主另案处理，对当事人根据《无

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三条、《广东省反走私综合治理

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责令改正，处罚款8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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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疫苗接种是有效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的重要手段。 为全面落实国家

免费接种疫苗的战略部署， 东莞市医

保局积极响应，迅速部署，及时联合市

财政局从东莞医保基金累计结余中按

规定比例划拨专项资金， 保障疫苗及

接种专项资金上解到位， 协同构建全

市免疫屏障。

东莞市医保局介绍，3月15日上解

第一批疫苗及接种费用专项资金3.88

亿元、4月25日上解第二批疫苗及接种

费用专项资金1.95亿元、5月25日上解

第三批疫苗及接种费用专项资金1.95

亿元。截至5月25日，东莞市医保局联合

市财政局及时向省上解医保基金共

7.78亿元，用于支付新冠疫苗费用和接

种费用，并通过统一向疫苗生产企业预

付资金，确保东莞市不因费用影响疫苗

接种。

据统计，截至6月2日18时，东莞累

计接种疫苗793万剂次，累计接种630.3

万人， 完成两剂次接种人数为162.8万

人，群体免疫屏障正在加速形成。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东莞公布打击走私冻品典型案例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为防范新冠病毒通过进口

冷链食品输入传播， 保障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东莞市市

场监管局进一步加强进口冷链

食品监管执法工作， 严厉打击

为无合法来源进口冻品提供仓

储、保管服务的违法行为，查处

了一批相关案件。 6月9日，公布

了四起典型案例。

走私进口冻品不仅可能传

播禽流感、口蹄疫等动物疫病，

还存在传播疫情的风险， 对疫

情防控带来安全隐患。 一些冷

库经营者为谋取私利， 罔顾国

家法律法规， 为无合法来源进

口冻品提供仓储、保管服务，严

重威胁食品安全和疫情防控工

作。

为强化东莞市进口冷链食

品全覆盖全链条疫情防控工

作，5月8日之后在东莞市储存、

销售、 加工进口冻品的生产经

营单位须查验“一单四证一

码”，违反规定将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疫情防控相关政策严肃

查处，并纳入征信系统。

接下来， 市市场监管局将

加强对冷库经营企业巡查监管

力度， 严厉打击走私冻品违法

行为， 全面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6月9日下午，东莞召开市委农村

工作会议暨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工作推进会，会议公布了广东省乡村

振兴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名单。

据悉， 东莞市共有3个单位获得广东

省乡村振兴先进集体、14人获得广东

省乡村振兴先进个人称号。

据悉，三年来，东莞坚持构建城

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促成一批人工智

能、数码科技、现代物流等高端项目

落户镇村工业园区，让村民获得实实

在在的收益。2020年全市村组集体总

资产首次突破2000亿元， 同比增长

8.9%； 全市8个次发达镇生产总值全

部破百亿元，70个次发达村纯收入实

现五年翻一番，农村发展更平衡更充

分。

在产业振兴方面，今年东莞还将

有进一步行动。 东莞提出，要强化重

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落实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加大“菜篮子”工程建设

力度，保障全市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 同时，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坚持产村融合发展，打造高

端产业载体， 做强做优物业经济，发

展壮大投资经济。实施“工改工”三年

行动， 推进镇村工业园改造提升，力

争2021年整备、拆除不少于1万亩。引

导村组集体力争2021年全市村组集

体总资产增长8%、 经营纯收入增长

8%。

文

/

刘桂平

东莞17个集体(个人)获广东乡村振兴先进奖

7.78亿元 东莞医保落实疫苗及接种专项资金

近日， 东莞市企石医疗保

障事业管理中心举行揭牌仪

式，企石镇委副书记、镇长姚灿

光， 副镇长莫志勇等为该中心

揭牌。 今后，该中心将进一步完

善工作职能， 为广大市民提供

更优质的医保服务。

随后， 姚灿光与企石人社

分局、 医保分局有关人员座

谈， 听取人社、 医保工作情况

汇报。 据了解， 按照机构改革

实施要求， 企石人社分局和医

保分局合署办公， 统一管理指

导辖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社

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及医疗

保障事业管理中心， 分别承担

了培训就业、 人才服务、 劳动

保障执法、 社会保险保障等六

大块， 共约103项业务。 此次

医保管理中心揭牌， 将进一步

完善工作职责， 业务分工更加

合理规范， 更好地为市民服

务。

姚灿光表示，机构改革后，

人社分局、 医保分局班子团队

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作取得了

较好成效。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黎乐诗 张伟 企石宣

企 石 医保 管

理中心揭牌

将为广大市民提

供更优质的医保服务

2020年9月 12日，

市市场监管局茶山分

局联合市公安局茶山分局对黄某某

经营的冷冻仓库进行检查，现场发现

该冷库存放有猪头肉、鸭半壳、鸡中

翅等无合法来源冻肉一批。 经查明，

黄某某在未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

自2020年8月10日开始， 擅自通过租

赁东莞市茶山镇XX大楼首层的冷冻

仓库开展仓储冻肉制品的经营活动，

客户梁某某存储的无合法来源冻肉

制品经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鉴定， 属于进口冻肉制品，

总货值近百万元。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构成无证经营从事仓储服务及

为他人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商品提供仓储服务的违法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现场对上述无合法来源进口冻肉采取强制措施，

对涉案冻肉的货主另案处理，对当事人根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

法》第十三条、《广东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

规定，责令改正，处罚款55000元。

2020年9月12日，市市场监管局大岭山分局联合

市公安局大岭山分局对东莞市大岭山一仓储服务部

经营的冷冻仓库进行检查， 现场发现该仓储服务部

站台上存放有冷冻牛脊髓、牛腱、冷冻猪后腿等无合法来源冻肉一

批。 经查明，上述涉案冻肉均为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商品，该仓储服

务部为无合法来源进口冻肉提供场地进行装卸、搬运，无法提供货

主信息及涉案冻肉的新冠检测和消毒证明、检验检疫证明和海关进

口货物报关单，构成为他人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商品提供仓储

服务的违法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现场对上述无合法来源进口冻肉采取强制措施，

对涉案冻肉的货主另案处理，对当事人根据《广东省反走私综合治

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责令改正，处罚款80000元。

2020年8月20日， 市市场监管局洪梅

分局联合海警部门、公安部门对东莞某仓

储物流有限公司经营的冷冻仓库进行检

查，现场发现该冷库存放有无合法来源冻肉1000余吨。 经

查明，上述涉案冻肉均为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商品，该公

司为无合法来源进口冻肉提供仓储服务， 现场冷库库存

无合法来源进口冻肉1090余吨，获取违法所得86000余元，

构成为他人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商品提供仓储服务

的违法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现场对上述无合法来源进口冻肉采取

强制措施， 对涉案冻肉的货主另案处理， 对当事人根据

《广东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

定，责令改正，处罚款1860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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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农业农村局

中共东莞市东坑镇委员会

中共东莞市麻涌镇委员会

东莞市获得广东省

乡村振兴先进个人名单

东莞市获得广东省

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名单

东莞市石排镇党委书记严继宗

茶山镇原党委书记黎寿康

横沥镇原党委书记何植尧

麻涌镇麻三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袁绍居

万江街道

滘

联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李婉乔

石碣镇水南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叶树钦

道

滘

镇人民政府农林水务局局长卢海平

厚街桂冠荔枝专业合作社社长黄志强

南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古思权

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科副科长严沛坚

农业科学研究中心高级农艺师李艳芳

松湖水产品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劲松

横沥志愿者协会会长梁翠如

东莞市茶山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黎晖

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