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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片面追

求“上档次”，用餐“只点贵

的，不选对的”；剩饭剩菜

不打包；自助餐消费时超

量取餐，“把花出去的钱吃

回来”……这些浪费行为

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珍惜粮

食、反对浪费专题调研组

“点名”了。

在23日举行的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武维华作珍惜

粮食、反对浪费情况的调

研报告，分析了当前我国

粮食安全形势、粮食损失

浪费情况，并提出具体对

策建议。

报告指出，我国餐饮浪

费尚未得到根本遏制。随着

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

升级，我国餐饮业发展迅

速，餐饮企业已达 670 万

家，2019 年营业收入高达

4.6万亿元，餐饮浪费日益

严重。食品浪费在每个家庭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

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四

节”食品浪费尤为突出。

调 查 问 卷 显 示 ，

75.1%的受访者认为消费

环 节 浪 费 最 严 重 ，认 为

商务宴请（42.1%）、公款消

费（26.7%）、学校食堂用

餐（14.3%）和 亲 朋 聚 餐

（11.9%）是餐饮浪费主要

场景。来自中国社科院的

一份调研指出，城乡婚宴

酒席浪费 40%以上，出生

宴等各类“事件性宴聚”浪

费 30%左右，商务宴请浪

费30%至40%，朋友聚餐浪

费40%左右。

对此，报告提出了对

策建议：解决餐饮浪费问

题，需要相关利益主体共

同关注，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逐步树立并践行绿

色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

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公务

活动管控，继续对公务消

费保持高压态势，严格公

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

活动用餐管理，以公务用

餐引领社会消费文明；探

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不

同类型企业餐厨垃圾日产

生量实行监测计量，按量

实行阶梯收费；支持餐饮

服务单位充分利用中央厨

房，加快主食配送中心和

冷链配套系统建设，鼓励

餐饮加工工业化和产品生

产标准化。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餐饮服务单位要科学合理

设计宴席和菜单，调整菜

品数量、分量，主动提供

“小份”“半份”等人性化、

合理化服务；要完善精细

化管理措施，利用信息化

手段预测就餐人数，实施

动态管理；要引导消费者

适量点餐、理性消费，对消

费者履行提醒义务，对于

明显超量的需求及时提

醒，对节约的消费者给予

适当奖励；建立健全餐饮

质量反馈制度，减少因饭

菜质量、口味因素导致的

食物浪费。

消费者要树立正确的

餐饮消费理念。在家中形成

不挑食、不剩饭、自觉抵制

铺张浪费的良好习惯；在外

就餐做到科学饮食、适度点

餐、节俭就餐，积极参与“光

盘行动”，抵制食物浪费。

（任沁沁 白 阳）

新华社消息 最高人

民法院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

制定的《关于依法惩治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

指导意见》24 日公布，意

见提出依法严厉打击以

食用或者其他目的非法

购买野生动物的犯罪行

为，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

物的陋习。

意见规定，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

目的而非法购买，符合刑

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

规定的，以非法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罪定罪处

罚。

这份意见共 10 条，其

中明确提出依法严厉打击

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

的犯罪行为，从源头上防

控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依

法严厉打击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进出口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犯罪行为，切

断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利

益链条。

意见明确，违反狩猎

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

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

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情节严重，符合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

定的，以非法狩猎罪定罪

处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

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

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

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符

合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

的，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定罪处罚。

意见同时提出，实施

本意见规定的行为，在认

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

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

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

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

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

列入国务院野生动物保

护主管部门制定的人工

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 物 名 录 ，以 及 行 为 手

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

害程度、食用涉案野生动

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

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

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

应。相关定罪量刑标准明

显不适宜的，可以根据案

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

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

理。 （罗 沙）

新华社消息 我国文

物资源丰富，文物安全工

作责任重大。记者 23 日从

国家文物局获悉，《文物博

物馆单位文物安全直接责

任 人 公 告 公 示 办 法（试

行）》近日印发，对文物安

全直接责任人的确定和主

要职责等进行明确。

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

承担文物安全保卫、消防

安全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等重要安全职责。办法明

确，针对不可移动文物，其

保护管理机构法定代表人

或者主要负责人为文物安

全直接责任人；无保护管

理机构的，管理使用单位

主要负责人为文物安全直

接责任人；集体所有的，所

属集体组织主要负责人为

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私

人所有的，所有人及其管

理使用人为文物安全直接

责任人。

针对不同类型的文物

博物馆单位，办法规定，博

物馆、纪念馆和文物考古

研究机构等文物收藏单

位，法定代表人为文物安

全直接责任人；临时文物

库房、临时文物陈列展览

场所，主要负责人为文物

安全直接责任人；考古发

掘项目、文物保护工程项

目，实施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是项目实施期间和项目

业务范围内的文物安全直

接责任人。

此外，针对无使用人

的田野不可移动文物，办

法要求省、市级人民政府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督导文

物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按国家规定履行文物安全

直接责任，县级人民政府

可以指定乡（镇）人民政府

或者有关单位、组织，承担

具体文物安全管理责任。

据介绍，国家文物局

下一步将督导各地全力推

进实施文物安全直接责任

人公告公示制度，强化责

任到人和末端守护，着力

解决文物安全责任落实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施雨岑）

新华社消息 因在直

播间售卖的燕窝被质疑为

“糖水”，网红主播辛巴团

队疑似售假事件引发关

注。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3 日通报，对直播公司

作出罚款90万元的行政处

罚，对燕窝销售公司作出

罚款200万元的行政处罚。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通报，广州和翊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作为涉事直播

间的开办者，受商品品牌

方广州融昱贸易有限公司

委托，于2020年9月17日、

10 月 25 日，安排主播“时

大漂亮”通过快手直播平

台推广商品“茗挚碗装风

味即食燕窝”。

记者了解到，今年 11

月 19 日，微博名为“王海”

的用户公开发布了一份燕

窝的检测报告。这份检测结

果显示，该主播在直播间售

卖的茗挚品牌某款燕窝蔗

糖含量为 4.8%，而成分表

里碳水化合物为5%，并称

“确认该产品就是糖水”。

11 月 27 日，网红“辛

巴”辛有志在微博上承认，

这款茗挚品牌燕窝产品实

则为一款燕窝风味饮品，

不应当作燕窝制品进行推

广。同时提出先行赔付方

案，召回直播间销售的全

部茗挚品牌燕窝产品，并

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

广州市场监管部门依

法依规对相关当事人进行

立案调查。通报显示，主播

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主播

仅凭融昱公司提供的“卖

点卡”等内容，加上对商品

的个人理解，即对商品进

行直播推广，强调商品的

燕窝含量足、功效好，未提

及商品的真实属性为风味

饮料，存在引人误解的商

业宣传行为，其行为违反

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

定，拟对直播公司作出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 90

万元的行政处罚。

此外，直播公司直播期

间投放的商品购买链接，是

广州融昱贸易有限公司在

天猫平台开设的“茗挚旗舰

店”，收款和发货等行为均

由融昱公司实施。据此，市

场监管部门认定涉案商品

的销售主体是融昱公司。

通报显示，广州融昱

贸易有限公司为直播活动

提供的“卖点卡”，以及在

天猫“茗挚旗舰店”网店发

布的内容，均存在引人误

解的商业宣传行为，其行

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规定。市场监管部门拟

对其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罚款200万元的行政处

罚。 （胡林果）

“静音车厢”
12月24日，在成渝高铁成都东至沙坪坝G8609次列车上，列车长李静展

示“静音车厢”服务提示卡。

当日，铁路部门在成渝高铁的部分车次试点“静音车厢”服务，旅客乘坐

“静音车厢”时，需配合遵守“静音”约定。 摄影/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

餐饮浪费日益严重？权威报告列出“反食品浪费指南”

各类文物安全谁负责？国家文物局明确直接责任人！

辛巴带货燕窝案处罚通报 直播公司被罚90万
两高两部发文严惩非法购买食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