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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非法经营罪
的量刑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2002 年 7 月 8 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
会第 112 次会议通过， 高检
发释字〔2002〕6 号，自 2002
年 9月 13日起施行）

为保护公民身体健康，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
对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
解释如下：

第一条：违反国家有关
盐业管理规定， 非法生产、
储运、销售食盐，扰乱市场
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
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
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二条：非法经营食盐，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非法经营食盐数量
在 20吨以上的；

(二) 曾因非法经营
食盐行为受过二次以上
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食

盐，数量在 10吨以上的。
第三条： 非法经营食盐

行为未经处理的， 其非法经
营的数量累计计算; 行为人
非法经营行为是否盈利，不
影响犯罪的构成。

第四条：以非碘盐充当
碘盐或者以工业用盐等非
食盐充当食盐进行非法经
营，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和
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生
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
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五条：以暴力、威胁方
法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
使盐业管理职务的， 依照刑
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
任; 其非法经营行为已构成
犯罪的， 依照数罪并罚的规
定追究刑事责任。

（曹蕊 整理）

南阳大华眼镜公司一直秉承“创新服务 回报社会”经营理念，深受消费
者信赖。在其旗下的大华视光中心开业之际，公司通过有关部门向偏远山区
及贫困学生捐助价值 20万元的眼镜。 图为 11月 30日，捐助活动现场⑤2

本报记者 高嵩 摄

大华公司
爱心捐助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以
后， 北京人喝上了甘甜的丹江
水。 作为国企，保护当地水资源，
改善人居生态环境，报答水源地
人民是我们的责任。 ”首创集团
总经理李松平曾深情地说过这
样的话。

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
源地最后一道生态屏障，水污染
治理和水土保持是关键。2015年
12月 31日， 南阳首创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与南阳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签订《淅川、西峡、内乡三
县南水北调汇水区乡镇垃圾收
集、转运、处理一体化项目特许
经营协议》。 自 2016 年 1 月以
来，该公司担负起了淅川、西峡、
内乡三县南水北调汇水区 29 个

乡镇生活垃圾的收集、 转运、处
理工作， 服务人口 100 万人，服
务面积 6330平方公里。

因地制宜， 创新收运模式。
面对“点多、线长、面广”的实际
情况，该公司采用“大车收村庄、
中小车收乡镇” 的收运模式，设
定专业联络员， 确保及时收运。
为更好地服务美丽乡村建设，保
护乡村环境， 该公司还根据实
际情况， 适当添置了压缩车及
其他收运车辆， 在符合条件的
地区建立了中转站。

改进工艺， 降低污染风险。
该公司 24 座垃圾填埋场严格按
照分区、 分单元模式进行作业，
最大限度降低垃圾渗滤液对库
区地下水源和周边环境的污染

风险。 场站渗滤液处理在采用传
统生物处理的基础上增加先进
的膜处理工艺，使渗滤液出水水
质优于国家标准，切实承担起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保水质、护运
行”的政治任务。 自 2017年 3月
起，该公司还在西峡、淅川、内乡
三县汇水区乡镇陆续开展对陈
旧垃圾的清理工作，对非正规垃
圾堆放点进行集中整治。

一渠清水永续北送，首创人
彰显责任担当。 南阳首创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与南
阳人民奋力共进，为打造生态宜
居南阳，促进南阳生态文明建设
和美丽乡村建设， 贡献力量，展
现风采。 ⑤2

（郭清茹）

我市 2019 年学术技术带头人评选推荐启动

获评者每人一次性奖励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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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首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多措并举保护渠首生态环境

千里护清渠 碧水源源来

本报讯（记者 曹蕊）12 月
1 日，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我
市 2019 年学术技术带头人评
选推荐启动， 符合条件的专业
技术人员根据文件规定向所在
单位申报。

本次公开选拔学术技术带
头人的范围为我市科研、农业生
产、医疗卫生、教育教学、体育、
新闻出版等领域，以及其他企事
业单位从事科学研究、 技术开
发、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并已作
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技术
人员。

按照规定，申报人员应具以

下条件：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年龄在 45 岁以下；学
术技术水平应分别处于市内或
省内领先地位，能够引领原创性
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及
关键领域攻关；应有承担或参与
重大科研任务或重大工程项目
的经历，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
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能有效组织
并领导创新团队攻克学术技术
难关； 能够履行带头人义务，发
挥核心带头作用，自觉接受专家
管理部门管理与考核;近 3 年连
续参加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培训， 且取得 2018 年、2019 年

继续教育电子证书等。
各单位符合条件人员的推

荐材料须于 12 月 5 日至 12 月
6 日报送至市人社局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科， 如超出此时间段
报送，将不再受理，视为自动放
弃推荐资格。 各县区、各部门要
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严格把
关，对于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
一经发现，取消本人入选资格并
暂停所在地区、部门下一年度推
荐资格。

新选拔出的每位学术技术
带头人将获得一次性奖励 2000
元，由市政府颁发荣誉证书。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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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山社区互助养老项目

探索养老新途径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

讯员 李爽）日前，宛城区新
华街道王府山社区举行互
助养老项目总结暨表彰会，
表彰一批敬老爱老助老典
范，营造孝亲敬老新风尚。

表彰会上，授予杨生菊
等 4 人为“老有所为之星”，
授予刘刚等 3 人为“学雷锋
之星”， 授予王林峰等 4 人
为“孝老爱老之星”，授予潘
桂荣等 3 人为“最美夕阳之
星”； 授予王跃武等 5 人为
2019 年度最佳公益传播奖，
授予刘水清等 10 人为 2019
年度优秀志愿者；授予王府
山社区开心乐老年志愿服
务团队等 4 个团队为 2019
年度风采团队奖。

社区互助养老项目开

展以来，在市民政局、南阳
市社区志愿者协会的大力
支持下，南阳市和惠社工服
务中心运用社工+志愿者模
式， 为社区老年人开展精
神关爱、邻里互助、健康卫
生等服务活动， 激发老年
人发挥余热，助人自助，参
与社区的养老服务建设 。
该中心成立了社区老年乐
志愿服务团队， 逐步探索
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的
养老新途径。

该项目的开展，不仅破
解了社区养老的难题，而且
唤回了仁爱互助的民风，找
到了一种新的文明实践，让
社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 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健康发展。 ⑤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