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朱立毅）在接到新西兰政府关于纽迪
西亚公司召回其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通报后，国家质检总局4日发布紧
急消费警示指出，虽然涉事产品未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但如有以个
人携带、邮寄或网购等方式购买了这些产品的，请勿食用。

据了解，国家质检总局刚刚接到新西兰政府有关部门通报，称新
西兰纽迪西亚公司发布召回公告，召回其在新西兰市场上销售的3个
批号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这些被召回的产品为 Karicare（市场译作“可瑞康”）Infant
Formula Stage1（适用于0至6月龄，批号为3169、3170，保质期至
2016年6月17日和2016年6月18日）和Karicare Gold＋ Follow
On Formula Stage 2（适用于6-12月龄，批号为D3183，保质期至

2014年12月31日），产品的批号和保质期标于罐底。召回公告称，此
次召回不涉及该公司的其他产品。

新西兰恒天然公司此前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一个工厂生产的浓缩
乳清蛋白粉检出肉毒杆菌。恒天然公司为纽迪西亚公司提供的一批
原料可能受到污染，因此纽迪西亚决定采取预防性召回措施。

国家质检总局表示，经查，上述产品未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国
家质检总局紧急提示消费者，如有以个人携带、邮寄或网购等方式购
买了上述批号产品，请勿食用。纽迪西亚公司的召回公告内容可查阅
该公司网站，网址为：www.nutriciababy.co.nz/main/aboutus/
news.html。

国家质检总局紧急消费警示国家质检总局紧急消费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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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最贫困家庭，听最真实意见，解最急迫问
题……近日，中央领导率先垂范为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作出榜样。

然而，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日前在基层
采访时发现，在一些地方，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
众现象依然存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见
不到群众的问题仍然突出。广大群众期待：领
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仅要“身入”，更要

“心入”。

不会“融入”：讲话汇报口若悬
河，面对群众结结巴巴

近日，记者随东部某省一名厅长深入基层
调研，在与当地群众交流时，这位领导在问了

“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
等几个简单问题后，竟不知如何继续交流下去，
最后在身边人员的圆场下尴尬收场。

“说实话，在机关待得久了，跟群众打交道
确实少了。”他私下向记者坦承，有时见到群众，
除了寒暄，真不知该聊些什么。

“开大会作报告都在行，怎么见到老百姓就
没得谈了呢？”一位在场人士事后纳闷。

现实中，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一些领导干
部有时虽然“身入”群众，但却放不下架子，缺乏
亲和力，不了解群众的所急所需所想，不会讲群
众乐意听、听得懂、能管用的话，不会融入群众
的问题尖锐暴露出来。

记者在基层采访发现，一些干部开会讲话，

或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但一
旦去了村庄社区、工地厂矿直面群众时却“结结
巴巴”，不知道如何与群众“打成一片”，也就查
不清基层的实情，摸不准群众的诉求。

“不会融入群众，反映了当前有些干部并没
有找准自身定位，摆正群众位置。”南京大学政
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滨认为，这种错位的群众观
导致了一些干部习惯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
件贯彻文件”，不重视学习掌握做好群众工作的
本领，由此造成一些事关公众利益的决策往往
缺乏“民意”基础，容易拍脑袋、瞎决策，引发群
众不满。

记者近日在北京、天津、安徽等地随机采访
了数十位群众，他们纷纷表示，希望干部多深入
群众“接地气”，放下架子，不打“官腔”，真心倾
听群众呼声，解决实际问题。只有这样，群众才
愿意“掏心窝子”，干部也才能融入群众。

不愿“心入”：吃喝游娱时间充
裕，群众工作抽不开身

记者在大别山区走访时，当地一些困难家
庭群众告诉记者，这么多年，镇里干部基本没上
门过，更别说县里干部了。“领导到群众家里的
场景，只在电视里看到过！”

谈及深入群众时，一些干部往往以工作忙、
抽不开身为理由。然而，有的却将大把时间花
在公款吃喝游娱等事情上。即使在中央八项规
定的禁令之下，个别干部仍我行我素。

日前，中央纪委通报了8起违反八项规定
精神的典型问题，部分干部吃喝游娱现象赫然
在列，如湖北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街道党工委
书记组织10名工作人员赴外地公款旅游，四川
达州市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在考核工作期
间公款娱乐……

“没有时间就是借口。”采访中有群众质疑，
吃喝游娱有大把时间，做群众工作就没时间？
为何不把这些时间花在密切联系群众上？难道
群众路线只被挂在嘴上、写到文件里吗？

群众反映，部分干部不愿“身入”更不愿“心
入”：要么借口公务繁忙，浮在上面养尊处优，认
为群众有事自然会找上门来，走基层迈不开腿；
要么下去了也是“隔窗看景、走马观花”，不用心
与群众交流，最后变成走过场、做样子。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这暴露出个别干
部对群众感情淡漠，认为自己比群众“高一等”，
存在“居庙堂之高而拒群众之远”的做派，热衷
于政绩工程、经营“小圈子”、与老板打得火热，
基层调查研究习惯于“看材料、要数字、催报
表”。

更有甚者，一些干部对找上门来的群众“厌
烦不已”。近日，河北任丘市环保局副局长让举
报企业排污的群众“滚出办公室”一事被曝光。
记者了解到，任丘市政府已决定将涉事副局长
停职。该副局长已就自己的粗暴言语向群众当
面承认错误并赔礼道歉。

“干部脚下沾多少泥土，群众心里就有多少

感情。”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亦明认为，
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将群众路线真正装在心
里、落实到行动上。

不敢“深入”：表现政绩争先恐
后，遇到矛盾腾挪躲闪

江苏盱眙县王店乡民建村村民日前向记者
反映，今年7月，该村不少民房被当地有关部门
以违章建筑名义“强拆”，村民认为有问题因此
多次向上反映，却很难找到相关领导。“总说走
群众路线，但为什么找干部反映点问题总是这
么难，面都不让见。”一位村民无奈地说。

“碰到矛盾腾挪躲闪”，成为一些干部不敢
直面矛盾的真实写照。专家认为，有的干部表
现政绩时争先恐后，但却害怕解决难题，不愿倾
听批评，不敢深入矛盾一线。

记者在基层采访中曾遇到一些诸如小区污
水外溢、拖欠农民工工资、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群
体性事件，普遍规律是，群众此前曾反复向有关
部门反映，但或见不到干部回应，或被“踢皮
球”，最终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一些干部长期脱离群众甚至损害群众利
益，不仅自己不敢直面群众，当上级领导深入辖
区调研时，也往往‘提前做好工作’。”安徽一位
县政府工作人员透露说，甚至领导到哪个村、进
哪一家都是“用心安排”，想方设法把那些有意
见、有可能说真话、报实情、反映实际问题的群
众“隔开”。

安徽省纪委原党风党纪监督员李益湘认
为，领导干部要不怕坐冷板凳，不怕掉架子，不
怕碰钉子，直面群众意见和批评，有问题认真解
决，有矛盾努力化解，以心换心方能赢得群众的
信任。

“感情问题掺不了假，部分干部距离群众远
了，群众对干部的感情自然也淡了。必须下大
工夫，以实际行动把曾经伤害的感情重新找回
来。”辛鸣说。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挂嘴上还是装心里
——部分干部群众路线教育“三不”现象透视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刘元旭 凌军辉 姜刚

新华视点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3日电
（记者易爱军）美国政府3日再次
召集相关部门首脑开会，讨论美国
和其他西方国家目标可能在中东
地区遭受恐怖袭击问题。

白宫就此发表声明说，当天会
议由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赖斯主持，奥巴马高级助手及国务
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各情报机
构负责人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登普西等人出席会议。会议进一步

“审议了局势和后续行动”。
声明说，鉴于“潜在的威胁性

质”，总统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顾

问莉莎·莫纳科本周将举行跨部门
会议，以确保政府采取“适当举
措”。奥巴马本人则会适时得到相
关通报。

美国国务院继1日宣布本周
末关闭驻西亚和北非地区使领馆
以应对恐怖袭击威胁后，2日又发
布全球旅行警告，告诫美国公民防
范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

美国国务院旅行警告说，恐怖
袭击威胁“可能发生在或源于阿拉
伯半岛”。目前掌握的情报显示，“基
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正在策划从现
在开始到本月末发动恐怖袭击。

美 政 府 讨 论 恐 怖 袭 击 威 胁

新华社巴黎8月3日电（记者
郑斌）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
刑警组织3日发出全球安全警告，
称近期多国发生的越狱事件疑与

“基地”组织有关，各国需对可能
发生的恐怖袭击提高警惕。

国际刑警组织在新闻公报中
说，一个月来，伊拉克、利比亚、巴
基斯坦等9个成员国相继发生越
狱事件，数百名恐怖分子和犯罪
分子出逃。国际刑警组织怀疑

“基地”组织参与其中，要求各成
员国协助确定越狱事件是否经过
协调或彼此关联。

此外，国际刑警组织要求各

成员国密切跟踪并迅速处理相关
事件及搜集在逃囚犯信息，如获
得有关恐怖袭击信息，应及时告
知国际刑警组织及相关成员国。

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等
国最近相继发生监狱遇袭或越狱
事件，大批在押“基地”组织成员、
塔利班武装人员趁机逃脱。

本月2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全
球旅行警告，告诫美国公民防范
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警告称，

“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策划在
西亚和北非地区发动恐怖袭击。
鉴于恐怖袭击威胁，美国驻上述
地区一些使领馆已经暂时关闭。

多国越狱事件疑与“基地”有关

据新华社伦敦8月3日电（记
者刘石磊）英国媒体3日报道说，根
据斯诺登提供的最新资料，英国电
信集团、沃达丰等英美两国多家电
信公司与英国情报部门秘密合作，
为其提供用户的个人信息。

英国《独立报》网站当天援引
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报道说，斯诺
登称，这些电信公司与英国情报机
构政府通信总部合作，为后者提供
用户的手机通话内容、电子邮件和
社交网络发帖等信息。政府通信
总部可“无限制地”接入这些公司
的光缆，从中获取大量数据并可储
存30天之久。该机构还向这些公

司支付“技术援助费”。
据报道，除英国电信集团和

沃达丰外，韦里孙通信公司、Lev-
el3、全球有线通信公司、Inter-
oute和Viatel等通信公司也是政
府通信总部的重要合作伙伴，每
家公司在情报机构内都有各自的
代号，如英国电信集团被称为“补
救”。

沃达丰公司发言人回应说，
这些报道是媒体对欧洲、德国和
英国法律基本事实的错误理解，
也是对每个电信运营商法定义务
的错误理解，沃达丰在任何开展
业务的国家都依法运营。

多家电信公司与英情报部门“合作”

据新华社萨那8月4日电 美
国、英国、德国、法国驻也门首都萨
那使馆4日暂时关闭，也门安全部
队在这些使馆周围加强警戒，以应
对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威胁。

也门安全部队当天在美国等
4国使馆附近部署大量兵力。萨
那主要街道、特别是通往西方国家
使馆的道路的路口也都设置了安

全检查站。
在美国宣布关闭驻多国使领馆

后，德国、英国、法国也相继宣布于4
日至5日关闭驻萨那使馆。4日是
星期天，在阿拉伯国家属于工作日。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宣布关闭
驻也门使馆后说：“一些原因让我
们相信威胁确实存在，且其他国家
已经采取了类似措施。”

美英德法暂时关闭驻也门使馆

长白山公安边防支队天池边防工作站2008年组建以来，官兵们组
成爱民服务队，坚持每天深入景区开展巡逻巡查、协助景区工作人员疏
导游客、维持景区正常秩序，并免费为有需求的游客提供矿泉水及急救药
品。至今，共计为景区派出巡逻警力2万余人次，为旅客解决困难4000余
件。 图为近日，长白山公安边防支队天池边防工作站的士兵在长白山天
池风景区为有需要的游客免费发放药品。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8月4日，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一家超市，货架上张贴“可瑞康”1
段和金装版2段婴儿奶粉召回通知。 新华社记者 黄兴伟 摄

新华社上海8月4
日电（记者周蕊）记者4
日晚间从上海市质监
部门了解到，由新西兰
恒天然集团受肉毒杆
菌污染乳粉制成的多
美滋奶粉流入市场达
420.188 吨。目前，上
海质监部门已经全部
封存多美滋公司现场
涉及问题乳粉的原料
及成品，并要求公司立
即启动召回程序，通知
其经销商扣置相关批
次产品，并发布声明。

上海质监部门查
实，多美滋公司采购新
西兰恒天然问题乳粉7
批次，共计208.55吨用
于较大婴儿及幼儿配
方乳粉的生产，其中已
使用 105.45 吨，库存
103.1吨。问题乳粉已
制成较大婴儿配方乳
粉成品 664.118 吨（其
中已售 420.188 吨，库
存243.93吨）以及幼儿
配方乳粉成品 62.434
吨（尚未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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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孙铁翔）4日
上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约谈杭州娃
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多
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3家受肉毒杆菌污染
企业相关负责人，要求尽快查明情况、分析原
因，迅速采取措施，立即停止销售并召回问题原
料加工的全部食品。

8月3日，新西兰初级产业部通报，新西兰
恒天然公司一工厂发现其去年5月份生产的浓
缩乳清蛋白粉检出肉毒杆菌，部分原料销往中
国。经调查，杭州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可
口可乐中国公司、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使用了可能受到肉毒杆菌污染的浓缩乳清蛋白
粉。8月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出
紧急通知，要求上海市、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会同质量技术监督局，立即开展对新西兰
浓缩乳清蛋白粉肉毒杆菌问题调查，布置进行
系列检验检测，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朱立毅 周
琳）国家质检总局4日通报了4家可能受肉毒杆

菌污染的乳制品进口企业名单，涉事的企业分
别对此进行了回应。

国家质检总局当天通报指出，4家进口商进
口了可能受到肉毒杆菌污染的新西兰恒天然集
团产品。这4家进口企业分别为杭州娃哈哈保
健食品有限公司和杭州娃哈哈进出口有限公
司、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多美滋婴
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公司进口
了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去年5月份生产的批号为
JW22的WPC-80乳清蛋白计14.475吨，这些
乳清蛋白用于钙好喝等酸性产品中。

娃哈哈公司对去年至今年2月使用这些乳
清蛋白的产品的出厂检测记录进行复查，并未
发现肉毒梭状杆菌及肉毒毒素。公司还对市场
上的产品库存进行了紧急排查，公司经销商销
售的产品已经基本销售完毕，尚未发现食品安
全方面的问题。

目前，娃哈哈公司已要求销售人员全面核
查市场上零售商还有无所涉产品，若有将立即

召回。同时，公司已委托国家权威机构对产品
的留样进行肉毒梭状杆菌及肉毒毒素的检验。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介绍，公
司是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在国内的进口代理商之
一。经查，公司进口代理的该批次产品共计4.8
吨，相关产品的最终客户为可口可乐饮料（上
海）有限公司。经与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
公司确认，在4.8吨原材料中，25公斤已用于生
产个别批次的美汁源果粒奶优，其余4.775吨尚
未投入生产，已被安全隔离。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表示，根据恒
天然提供的信息，多美滋已查明部分优阶贝护
和多领加二阶段产品有可能受到影响，共涉及
12个批次，其中部分已经被迅速封存，未流入市
场。多美滋表示，公司其他产品未受影响，消费
者可放心使用。

多美滋公布了涉事产品的品名、净重和批
号，并建议购买相关产品的消费者立刻停止使
用。多美滋表示，公司已启动召回程序，对这些
产品实施预防性召回，并全部销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约谈3家企业

涉事企业回应“肉毒杆菌污染”事件

（上接第一版）都已说明传统的以观光采摘为主的农家
乐正在向以休闲娱乐、文化体验、健身康体为一体的
乡村旅游度假产品转变，曾经小型、分散型的农家乐
也正在成为规范化、品牌化的乡村休闲度假目的地。

五家山与丰满水电站大坝左侧坝体相连，是一
座峰峦叠翠、海拔800米的大山。圣鑫庄园就坐落
在吉林市的松花江东岸、五家山下的孟家村。

走进圣鑫庄园，记者就被四川阆中的透雕古门
楼、江苏苏州的砖雕古院落、葡萄酒酿造贮藏观赏园
区以及那里充满清新酒香的空气深深吸引。三三两
两的游客散布在景区中，精致的乡村旅馆伫立在山
水之中，田园风光，远离都市喧嚣，游客无不惬意。
据悉，这个东北三省唯一的集休闲、娱乐、文化为一
体的葡萄酒庄园，日接待游客最多达到2000人。圣
鑫葡萄酒庄与周边其他5个景区紧密合作，为吉林市
创建了一条全新的休闲旅游线路。

记者了解到，经过多年的发展，乡村旅游已经成
为有吉林省特色旅游业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呈现出
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一是城市依托型。主要是依托
大城市的客源市场，利用农村的自然生态和乡村文
化，从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满足城市居民周
末休闲度假的需求。如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敦化
市雁鸣湖镇等。二是景区带动型。主要是以重点旅

游景区为核心，把旅游景区的部分服务功能分离出
来，吸引和指导周边乡村的农民参与旅游接待和服
务，从而带动景区周边乡村的旅游住宿、餐饮、购物
及配套服务，拉动农副产品、土特产品的销售。如长
春市二道区四家乡、前郭县妙因寺村等。三是农业
观光型。主要是以特色农业、高科技农业、农村风
貌、生产生活场景为主要旅游吸引物，满足游客学习
农业科技知识，体验乡村风貌和乡村生活的需求。
如吉林左家特产农业观光园、安图县福满生态沟
等。四是民俗特色型。主要是以民俗村镇的生产活
动、生活方式、民情风俗、宗教信仰及各种传统节日
为特色，吸引广大游客和观光者前来观光游览、康体
娱乐、学习研究等。如安图县红旗村、长白县马鹿沟
镇果园村等。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脚步中，我省的乡村早已经旧
貌换新颜。如今，走进红旗村，一幢幢青瓦白墙的朝
鲜族民居，一排排特色造型的雅致路灯映入眼帘，处
处洋溢着朝鲜族传统民俗风情。推开村民的家门，各
色新式家具、家电，各类陈品、摆设，一应俱全……

积极参与的主体：农民成为最终受益者
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感受

了大自然、原生态的魅力；农业与旅游业的“联姻”，

更让广大农民从第一产业走向第三产业，加速了农
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转型升级。走进我省
乡村旅游景区，你会发现，村民菜园里的绿色蔬菜成
了抢手货，采摘的山果、野菜成了“香饽饽”，餐饮服
务的是农民、景点接待也是农民、甚至歌舞表演的还
是农民、当地老百姓成为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推
动者，他们也逐渐尝到了“乡村游”的甜头。

每到周末，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蒙古艾里乡
妙音寺村的农户就特别忙碌，那是因为周边城市的
游客都将奔赴这里，来享受乡村民俗生活。“黄老四
饭店”店主赵昌说，得益于《圣水湖畔》和查干湖的
光，我们村的乡村旅游越来越火。靠着诚信经营，我
家的车由原来的“长安奔奔”换成了“捷达”，去年又
花20多万元购买了一辆新车。现在，全村240户农
民，有30多家开饭店，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
高，钱包鼓了，生活富裕了。

吉林圣鑫葡萄酒庄在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农民
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租种土地200亩，将以前的山坡
低产玉米地改造成高产的山葡萄基地，并大量招收
当地农民到葡萄酒庄园从事各项服务工作。由此当
地村民较以前纯种玉米时收入增加4倍，共同致富带
动效应明显。

记者了解到，在开展乡村旅游的地方，农户收入

一般要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日子也过得一年比一年
红火。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省乡村旅游吸纳
就业30万人以上，各类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已超过
1000家，规模以上经营单位超过100家，全年接待人
数超过500万人次。

变化远不止这些。在红旗村村主任戚柱元看
来，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让老实巴交的农民走上了
致富路，而且为农村带来了大量的信息流、人流和物
流，也为昔日闭塞的小山村带来了文明风。他们通
过与游客打交道，思想解放了，见识更广了，来到这
里，村民都会热情招呼，耐心回答游客问询，农家乐
经营业主努力做好餐饮，用真心实意留客。

美好前程：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乡村旅游推动了农业经济转型，增加了农民直接

收益，当然也存在着缺乏高水平策划、缺乏传统文化
乡土气息、乡村旅游精品不多等一些遗憾和不足。如
何让乡村游道路越走越宽，让更多的村民得到实惠，
是各地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一直思考的问题。

省旅游局相关人士介绍，在城市居民小长假出
游选择中，选择乡村旅游的占70%以上。同时，随着
当前全国远程、高端旅游市场逐渐走低，旅游消费方
向的转变将成为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根基。此

外，我省主要的3个乡村旅游聚集区——沿长双公路
乡村旅游示范区、吉林丰满乡村旅游聚集区、延边长
白山北坡门户乡村旅游聚集区都处于长吉图先导区
主要范围内和重要节点上，随着长吉图开发开放的
快速推进，为其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

在去年出台的《吉林省旅游业壮大计划》中，明
确提出未来5年将我省旅游业建设成为支柱产业，同
时将构建以农业观光、乡村休闲、农家享乐、年俗体
验为主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纳入5大旅游产品体系
之中。而“建设一批环境舒适优美、文化特色突出、
旅游主题鲜明的特色旅游名镇”、“开发经济型酒店、
家庭旅馆、森林人家、青年旅馆，推出民居、营地等新
业态”……这些将出现在即将出台的《加快发展旅游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列。

我省乡村游正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蓝图成现实，
关键是落实。省旅游局规划发展处谭处长表示，吉
林乡村游要增强综合竞争力，需要各级旅游行政主
管部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争取把乡村旅游纳入本
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在行业管理、服务质
量、品牌创建、营销手段等方面下大力气，把越来越
多的乡村建设成为游客喜闻乐见的景区。

又到硕果飘香时。吉林的乡村，正在静待着收
获的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