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北京迎来降雪， 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在漫天飞雪中爬到树上玩耍。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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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蜂蜜事件”处理结果公布
罚款1408万余元、问责处理14名个人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记者张
骁）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北

京同仁堂） 12日发布公告， 披露相关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对 “蜂蜜事件” 的处罚

结果， 并责成所属北京同仁堂蜂业有限

公司 （下称同仁堂蜂业） 立即对涉事产

品依法召回， 对相关经销商按照合同承

担责任， 并对事件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

处理。

去年12月，同仁堂蜂业瓶装蜂蜜的受

托加工方盐城金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盐城金蜂），被媒体曝光存在“回收

过期蜂蜜、涉嫌更改生产日期”问题。

经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市场监管局

调查认定，同仁堂蜂业部分经营管理人员

在盐城金蜂进行生产时，存在用回收蜂蜜

作为原料生产蜂蜜、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

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对

此处以罚款人民币14088266.1元。

经北京市大兴区食药局调查认定，

同仁堂蜂业2018年10月起生产的涉事蜂

蜜中， 有2284瓶流入市场， 按照 《食品

安全法》 有关规定， 没收违法所得人民

币111740.88元 ， 没收蜂蜜3300瓶 。 同

时吊销同仁堂蜂业食品经营许可证， 自

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申请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 有关涉事人员自处罚

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 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

理工作、 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

全管理人员。 11日晚， 同仁堂蜂业声明

称， 即日起对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41批

次2284瓶蜂蜜产品实施三级召回， 并公

布了召回产品的具体信息、 对消费者的

退货和赔偿内容。

北京同仁堂还通报了事件相关责任

人处理情况： 责成公司原党委书记、 董

事长梅群向北京市委作出深刻书面检

查； 给予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 北

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振坤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公司总工程师田

瑞华记大过处分 。 经公司党委研究决

定， 给予公司副总中药师、 科技质量部

部长黄宁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并调离岗

位。 给予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 总经理、 同仁堂蜂业董事刘向

光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提请免职 ;给予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同仁堂蜂业董事长张建勋开除党籍处

分， 提请免职 ;给予北京同仁堂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卫清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提请降职 ;给予北京同仁堂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蔡杰调离岗

位处分。

北京同仁堂表示， “蜂蜜事件” 的

发生， 暴露出公司对合作企业及委托加

工业务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公司已部署

在全系统开展质量管理风险全面排查，

对所有企业的委托加工业务进行停产整

顿， 重塑诚信， 维护好同仁堂品牌。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记者王
君璐） 记者12日从北京市纪委市监委了

解到， 北京市纪委市监委针对媒体曝光

的北京同仁堂蜂蜜问题启动问责调查，

对北京同仁堂集团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

梅群等3名企业领导干部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 要求北京同仁堂集团纪委对相关

11名企业干部给予相应党纪政务处分， 按

照企业管理制度进行职务调整、 解除合同

及经济处罚。

北京市纪委市监委调查发现， 北京同

仁堂集团党委没有充分发挥在国有企业的

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 ， 内部管理混

乱， 对下属企业监督管控不力， 对控股企

业存在的生产经营和质量管理问题失察失

责， 相关企业质量管控制度虚化不落实，

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 对 “同仁堂” 品

牌形象产生恶劣影响。

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北京同仁堂蜂蜜问题， 触及了食品安全这

根红线， 损害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国有资产权益， 应当予以严肃处理。 此次

共问责处理14名个人， 包括书面检查1人，

给予开除党籍1人， 撤销党内职务 （政务

撤职） 1人，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人， 政务

记大过处分1人， 诫勉问责1人， 其他5人

分别给予降职、 免职、 解除劳动合同、 调

离岗位等相应处理。 上述党纪政务处分已

于2019年2月3日前全部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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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5 第 19036 期公告
中奖号码： 5 0 7 4 0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9036 期公告
中奖号码： 5 0 7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七星彩第 19016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 2 0 7 0 6 0

一等奖 0 0 元

二等奖 6 50534 元

三等奖 165 1800 元

四等奖 1693 300 元

五等奖 21668 20 元

六等奖 246206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

20546016.29 元

雪景刷爆朋友圈 更大的雨雪还在路上
12日，北京、天津等地飘起雪花。不少

人的朋友圈被雪景刷屏。但记者从中央气

象台获悉，“雪姑娘”稍歇一天，从13日夜

间到14日白天，北京将再次出现明显降雪

过程。 此轮雨雪过程将比12日强度更强，

范围更大，北方多地将会出现一次比较明

显的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天气过程。

北方大雪纷飞， 南方
阴雨连绵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2

月12日早上开始，河北北部、北京、天津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雪，12日下午，降雪

逐渐减弱，夜间降雪趋于停止。

他表示，从13日至14日，新疆北部、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南部、黄

淮、 江汉北部等地将会出现一次比较明

显的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天气过程， 此轮

雨雪过程将比12日的过程强度更强，范

围更大。

与北方大雪纷飞不同的是，江南、华

南、江淮、江汉、重庆、贵州等地未来一周

将出现持续连阴雨天气， 其中江南东部

地区局部有大雨。

陈涛指出， 北方地区此轮降雪是由

于南支槽东移，将水汽向北输送，加之渤

海地区有东风将水汽输送过来， 冷暖气

流交汇，华北黄淮地区水汽条件比较好，

有利于降雪的形成。 而南方连阴雨则是

由于南支槽与副热带高压均比较活跃，

暖湿气流强盛，维持时间较长，导致江南

地区连阴雨日数偏多。

在此轮雨雪天气过程之前， 北方大

部分地区平均降水量小于常年平均值，

这次雨雪过程结束后， 北方地区平均降

水量或将接近常年平均水平。南方连阴雨

较常年同期略偏多，但属于正常范围内。

北京小雪为何刷爆朋友圈

12日中午前后是北京市比较明显的

降雪时段。 12日下午，降雪逐渐减弱，夜

间降雪趋于停止。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

北京将再次出现明显降雪过程。

陈涛表示，近两年，北京地区冬季降

雪偏少，今冬北京降雪略有改善。此轮降

雪过程结束后， 北京地区降水量将接近

常年同期水平。

北京市此次降雪只能算是小雪，怎

么就有了刷爆朋友圈的“威力”？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 人们看有

没有下雪，首先是看飘没飘雪花，再看地

面有没有变白， 踩在雪上的时候雪有多

厚。 积雪深度就是人们通常看到的雪的

厚度，是积雪表面到地面的垂直深度，通

常以毫米为单位， 它是一个随着降雪增

加不断累积变化的数值。

专家指出， 通常情况下，1毫米降雪

能积多少雪与地面温度和雪中的含水量

等因素关系很大。如果地面温度较高，雪

落到地面就会很快融化，不能形成积雪；

雪中含水量多少也会直接影响积雪深

度，如果含水量大，积雪就相对薄一些，

而含水量少，积雪深度就相对深一些。

“比如有些雪捧在手里容易捏在一

起，堆雪人很容易，而有些雪即使使劲捏

也特别容易散，堆雪人相对困难些，这就

是跟雪中含水量多少有关。”气象专家表

示，此次北京全市平均降雪量只有0.5毫

米， 但很多地方地面已经见白， 积雪很

厚，主要是因为这次雪比较干，水分含量

少，比较蓬松，所以积雪效率较高。因此，

不足1毫米的降雪也足以让小伙伴们竞

相晒朋友圈了。

雨雪天气影响出行安全

目前正值春运返程高峰。 此次大范

围雨雪天气过程将对交通运输以及生产

生活造成不利影响。

陈涛提醒，积雪融化后将造成道路湿

滑，夜间温度比较低，还可能出现道路结

冰情况，气象部门将针对天气过程及时发

布预报预警。雪天路滑、能见度低，公众应

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等不利影

响，关注最新气象预报和交通信息，自驾

返程应注意路面积雪和结冰，谨慎驾驶。

他还表示，今年1月以来，北方地区

降雪偏少， 此轮雨雪天气过程对缓解北

方干旱情况有一定帮助， 有利于地表墒

情改善以及麦田后期返青生长。

“但是南方连阴雨天气对小麦、油菜

和露地蔬菜等作物生长有一定的不利影

响。 ”他说，气象部门将密切关注后期降

雨过程发展趋势。

新华社记者 高敬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