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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专营办法》政策宣传（十）

食盐销售有哪些方式
问：在改革过渡期内，国家明确的食盐销

售经营活动主要有哪些方式？
答：根据工信部办公厅、国家发改委办公

厅《关于加强改革过渡期间食盐专营管理 有
关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消费〔2016〕211 号）
明确，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改革过渡期内，食盐批发企业（含取得食
盐批发许可证的食盐定点生产企业， 下同）开
展食盐销售经营活动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
进行：

（一） 通过自建物流系统或与第三方物流
企业签订配送合同委托其将食盐配送到商超、
销售网点以及从事食品加工、 餐饮 服务的单
位等食盐终端用户；

（二）通过自建分公司进行食盐销售业务，
自建的分公司不得委托没有食盐批发许可资
质的单位、个人开展经营活动；

（三） 通过自建销售网点直接开展食盐销
售业务；

（四）通过现有渠道开展食盐销售业务。
问：在改革过渡期内，国家对食盐企业电

子商务管理有哪些明确规定？
答：根据工信厅联消费〔2016〕211 号文件

明确， 食盐批发企业可能开展食盐电子商务，
并参照《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7 号）要求，将
营业执照及其他资质证书正本扫描件置于电
子商务网站首页的醒目位置并标明销售区域
范围。

无食盐批发许可资质的企业和个人不得
开展食盐电子商务。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发现其平台上的食盐销售企业无食盐
批发许可资质或走出食盐销售区域范围，应当
立即停止为其提供服务。 ⑤2

（曹蕊 整理）

11月 8日 南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1 月 7 日， 市科技局副局长毕跃
莲带队值班行风热线节目， 回应市民
关注的科技特派员申请等问题。

行风关注
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市创新科
技工作思路， 决定开展科技创新券制
度。重点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
作研发费用；企业向高校、科研院所购
买技术服务和技术成果，或与高校、科

研院所合作产生的技术转让、 技术开
发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费
用； 企业研发机构提升研发能力购置
科研仪器设备费用或者租赁大型科研
仪器设备使用费；检测检验试验费用。

企业年度申请科技创新券资金额
度不超过上年研发投入的 20%， 申领
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 科技创新券采
取无偿资助方式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展
科技创新活动。

符合条件的企业， 可以填报相关
资料，经审核通过后先期认领创新券；
待项目完成或者阶段成果完成后，凭
借相关兑现申请材料，经专家评审、创

新券领导小组审核确认后， 兑现项目
资金。

行风反馈
近日，宛城区的周先生反映，张衡

路尚座花园小区一期，2015 年 5 月交
房， 当时开发商要求住户们统一交纳
15000 元的暖气初装费， 如今已经过
去 4 年，住户们还没有用上暖气，物业
公司说钱没交到他们手上他们不负
责，开发商又见不到人。业主们交了钱
却没有用上暖气， 是否是因为该小区
没有安装供暖管道？

回复：针对该问题，记者首先联系
了南阳热力公司，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该小区供暖管道在几年前就已经铺设
了， 但是热力公司并未收到应缴的费
用，所以无法供暖。 住户们交了钱，为
何热力公司没有收到？ 尚座花园小区
的开发企业林源置业有限公司一位工
作人员表示对此事不清楚， 具体要问
小区恒天物业上一个被称为“乔总”的
负责人， 但几经周折记者并未见到乔
总本人。 该物业公司一位知情的工作
人员表示， 目前物业公司负责人正在
和开发商协调当中。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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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百姓说话 为政府分忧

原南阳商场退休干部李淑珍用绘画传递世间美好

情系丹青 牡丹尽染夕阳红
□本报记者 张婵 通讯员 顾蕾 钟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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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9岁的李淑珍是原南阳商场的一名退休干部，自幼喜好绘画的她，1990年退休后开始潜心研画。 凭借精湛的画
艺，她的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省内外画展，并屡获奖项。

画如其人，人如其画。 李淑珍在丹青中享受生活的同时，也在努力帮助周围人感受世界的美好。

助人为乐 70 斤粮票传递善良
1940 年，李淑珍出生

在南召县一个开明的士绅
家庭。七八岁那年，村中失
火，为组织村民转移，她的
祖母顾不上收拾自家细
软，等到人们都安全了，她
家被烧光了。

李淑珍告诉记者：“祖
母的善良对我们影响很
大。 ”16 岁那年，李淑珍参
军入伍。 由于文化水平较
高， 两个月后她被选送进
入援藏部队。 3 年后，她获
得了一次宝贵的探亲假。

回途路过许昌时， 长途车
突然一个急刹停下来。 原
来，一位老人躺在车头前。
“这一看就是饿的。 ”司机
叹了口气， 准备上车绕开
走。 李淑珍请司机稍等一
下，先把老人挪到一边，随

后返回车上， 取了几斤全
国粮票送给老人， 让老人
买食物吃。

就这样， 李淑珍遇到
急需帮助的人就送粮票，
一路上将好不容易攒下来
的粮票送出去 70 斤。

献礼奥运 2008 朵牡丹诠释美好
1961 年， 李淑珍转业

到原南阳商场工作，直至退
休。 在退休后的岁月里，她
寄情丹青，专攻花鸟，成为
我市小有名气的画家。

北京拿下 2008年奥运
会举办权，欣喜之余，李淑
珍总想做点什么。2007年冬
天，李淑珍决定绘制一幅牡

丹长卷，献礼奥运。 此画卷
长 118米， 含 2008朵色彩
缤纷、 姿态各异的牡丹，分
为“建党”“建军”“建国”“全
国人民大团结”4 个部分。
为完成作品，她白天画，晚
上也画。 画卷完成 90%的
时候她不慎摔了一跤，诊
断为腰椎第四节骨折。1个

多月后， 刚刚能下地的李
淑珍在老伴搀扶下， 又继
续创作， 但最终还是没来
得及送往北京参展。 2008
年 7 月， 画卷
在南阳市老干
部大学展出，
观看画展的人
赞不绝口 ，有

人当场愿出 10 万元收购，
被李淑珍婉拒。“这画有机
会还要捐献给国家， 再多
钱也不卖。 ”⑤2

市老干部大学组织师生参观主题教育展馆

学习革命历史 传承红色精神
本报讯（记者 曹蕊）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继
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11 月 7 日，市老干部大学
组织 160 名师生到市民服
务中心参观南阳市“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展馆。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展馆，市老干部大
学的师生党员们怀着无比
敬仰的心情认真聆听讲

解，仔细观看实物、图片、
影像资料， 更深层次地了
解了南阳在不同历史时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
奋进的光辉历程和生动实
践， 再一次切身感受到了
革命战争年代在党领导下
革命先烈们为人民谋幸
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炽热
初心和使命担当， 进一步
激发了全体党员离退休干
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
葆共产党人本色的自豪感
和责任感。 ⑤2 聆听革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