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紧扣自身职能，整合执法
资源，深入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防疫物资生产经营秩序、紫砂经营领域违法违规问
题、房地产市场经营秩序等专项执法行动，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力度，有效规
范和净化了市场秩序，维护了百姓利益，为我市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作出了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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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韩良华 通讯员
张 健）果断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行为，坚决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的陋习，切实维护生物安全和
生态安全，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
生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自今年1月下旬以来，市市
场监管局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坚
决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指示精神，
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发布的《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精神，会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公
安局、农业农村局，在全市范围内
联合开展了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整
治行动，深入宣传有关法律法规，
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野生动物保护事关生态安全、
民生福祉和国家形象。我市野生
动物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涉及种
类较多，其识别的专业性较强。同
时，我市现有持证的野生动物驯养
繁殖单位28家，经营出售的野生
动物数量较多。加上野生动物经
营利用市场辐射面广，各类交易市
场和餐饮加工单位较多。一些市
民缺乏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知
识，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难改，这

给查处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和加工
行为带来不小难度。对此，我市有
关部门高度重视，汇聚各方力量，
扎实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去
年8月下旬，市市场监管局就会同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联合开展了野
生动物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对相
关商品交易市场、市场周边和城
乡接合部等经营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坚决查处、
取缔非法经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经营户，严厉打击非法收购、出
售、加工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行为。特别是对山区、景区、林
区等重点部位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保持打击野生动物违法犯罪
行为的高压态势。

今年1月下旬，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
保护的极大关注。然而，依然有少
数不法分子顶风作案，肆意捕杀、
售卖、食用野生动物。1月27日，
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通知精神，市
市场监管局会同市自然资源规划
局、市农业农村局在第一时间，联
合组织对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
市场与餐饮经营单位、网络销售单
位等开展全面检查，坚决查处野生
动物交易行为。

2月下旬，根据《决定》精神，以
及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等8个

部门有关通知精神，市市场监管局
会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公安局等
部门立即展开了野生动物保护专
项整治行动。整治内容包括加强
对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商
场超市、餐饮场所、电子商务网店
等单位的整治检查。严禁非法生
产、经营、加工、食用各类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禁止任何形式的野生
动物交易，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野
生动物违法违规行为。一旦发现
有野生动物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从
严从快处置；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整治
重点为：为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捕猎
工具发布广告的行为。网络交易
平台、商品交易市场等交易场所，
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捕猎工
具提供交易服务的行为。生产、经
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江苏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
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
陆生野生动物）的行为，或者为食
用非法购买以上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行为。

整治行动中，市市场监管局强

化对经营户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印制发放了《告经营企业商户书》，
宣传了《决定》精神，以及“三有”保
护野生动物等有关常见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知识。该局还组织由市
场监管执法人员，以及部分农贸市
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场超
市、重点餐饮单位等经营单位负责
人参加的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业务
培训，增强了他们依法监管或依法
经营的意识。

今年1月下旬至4月底，市市
场监管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公安
局、农业农村局联合开展了多次野
生动物保护执法行动，查获了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5件，立案查处案件3
起，有效震慑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行为。4月22日，联合检查组在对
湖氵父镇某野生动物养殖企业进行
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在今年2月2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
布《决定》后，依然多次向我市餐饮
单位销售乌梢蛇等多种野生动物，
共计8.5公斤。同时在该企业，执法
人员还发现自制蛇油膏29瓶。当
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护
相关规定，该案目前正在进一步处
理中。

据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该局将结合深化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和移风易俗“宜八条”中
的规定，继续督促农贸市场、餐饮
单位等经营主体，切实履行全面
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
食野生动物陋习的主体责任。同
时，该局加强与相关部门联合执法
力度，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进行
不定期检查，严厉打击违法出售、
购买、滥食、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行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

强化法制宣传 严查违法行为

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多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多部门门
开展野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专项生动物保护专项执法行动执法行动

本报讯（记者梁 华 通讯员蒋
焘）5月15日，市市场监管局湖氵父分
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到辖区部分酒
店、农家乐等餐饮单位，发放《告经营
企业商户书》，宣传禁止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仔细排查
食品加工或食材存放场所，检查是否
存在野生动物制品，坚决禁止和惩治
非法制售行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
陋习。

湖氵父镇现有农家乐等餐饮单位
300多家。市市场监管局湖氵父分局
在对餐饮单位强化有关法律法规宣
传的基础上，强化监督检查。首先，
分局会同市局执法大队、市场科、食
品经营科等科室，对辖区内部分大中

型餐饮单位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检查
其有无储存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
为，进一步震慑非法从事野生动物经
营的行为。其次，对餐饮单位的菜单
进行详细检查，对以野生动物食材为
主的菜名、菜品，当场督促业主一律
把它们从菜单上删除。对餐饮单位
名称进行逐一排查，对1家名称中带
有“野味”字样的餐饮单位，要求其尽
快办理名称变更。敬告农家乐经营
业主不发布出售、购买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的广告。最后，督促餐饮单位严
格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和环
境卫生要求，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落实疫情防控相关措
施。

本报讯（记者良 华 通讯员汤启
林）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张渚分局会
同张渚派出所、镇经贸中心开展了野
生动物经营情况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行为，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
习。

张渚分局执法人员对农贸市场、
各类餐饮单位强化野生动物保护相
关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发放“保护野
生动物，维护生态文明”告知书，引导
商家自觉制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在此基础上，执法人员强化对农贸市

场、农家乐等重点场所的执法监管，
检查其是否存在野生动物售卖情况，
采购食材时是否履行了索证索票义
务，对未履行义务的经营户，当场责
令其进行整改。执法人员督促市场
开办者严格落实场内禁止野生动物
交易相关政策，约谈部分市场内经营
户落实主体责任。对场内肉制品、水
产、腌渍制品等经营户不定期开展巡
查，坚决杜绝野生动物交易。

至目前，张渚分局已立案查处两
家餐饮单位的非法经营、加工野生动
物的行为，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之中。

张渚分局

强化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监管

湖氵父分局

加强餐饮单位监管

本报讯（记者韩良华 通讯员郑晶
鹏）经过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缜密
调查取证，近日，市某紫砂艺术有限公
司不正当竞争案得以办结。该局对当
事人虚假宣传、组织虚假交易、炒信
刷单等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处罚。
这也是该局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关
于促进全市紫砂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要求，紧扣职能，加大对
紫砂经营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
度的一个缩影。自去年11月中旬该
局开展紫砂行业专项整治行动以来，
共立案查处了涉及紫砂行业商标侵
权、擅自使用他人姓名、虚假宣传，违
法广告、网络刷单等违法案件8件，其
中，结案 8 件，没收各类紫砂茶壶
1240把、假冒证书 419份，罚没 100
多万元。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全市

紫砂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市
市场监管局立足自身职能，联合相关
部门，开展紫砂行业调查摸底和宣传
引导，瞄准紫砂行业突出问题，打击无
照经营、虚假广告、侵犯知识产权、制
售假冒伪劣产品、不正当竞争、价格欺
诈、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集中
精干执法力量查办重大违法案件，全
力促进全市紫砂行业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

为保证紫砂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收到实效，去年 11月 18 日，市市场
监管局召开紫砂行业高质量发展专
题党委会，成立了紫砂行业高质量
发展领导小组，研究通过了《宜兴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对紫砂行业专
项整治的实施方案》。根据会议和
文件精神，全局各相关科室、分局、
执法大队组织精干力量迅速行动，

开展紫砂行业现场摸底调查。该局
与公安部门密切合作，对陶瓷专业市
场沿街、沿路地段的经营主体资格是
否合法进行实地调查，并登记造册。
在走访过程中执法人员向紫砂经营
户发放《致全市紫砂生产经营户的一
封信》、价格标签、办理营业执照提示
书等资料，督促紫砂经营户合法合规
经营。

与此同时，市市场监管局细致
梳理各类投诉举报线索，研判紫砂
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紫砂违法行为进行摸排，组
织精干执法力量进行突击检查。通
过与市相关部门的密切合作，查办
了一批紫砂典型违法案例，严厉查
处了紫砂行业经营领域违法违规行
为，坚决维护紫砂市场的经营秩序，
维护消费者权益。

2020 年 1 月 9 日，市市场监管局
根据举报，联合市公安局对在宜兴市
丁蜀镇某市场内经营的宜兴市某紫
砂艺术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当
场发现冒用“顾景舟”“蒋蓉”等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姓名作为作者名的紫
砂壶 824 把，紫砂收藏证书 7 本。检
查中还发现当事人存在虚假宣传、组
织虚假交易、炒信刷单等违法行为，
因当事人涉嫌不正当竞争，该局于同
日立案调查。

经查证，当事人自2016年6月成

立宜兴市某紫砂艺术有限公司起，开
始购进并擅自使用“顾景舟”“蒋蓉”
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姓名作为作者
名的紫砂壶进行销售。为了欺骗消
费者，使消费者确信上述紫砂壶作者
的真实性，当事人购进空白收藏证
书，并使用橡皮泥将上述紫砂壶底部
的作者印章倒模下来，伪造印章，然
后将印章盖在收藏证书上，伪造出

“顾景舟”“蒋蓉”等人的收藏证书，与
紫砂壶一起销售给消费者。同时，当
事人出于营利目的，虚构紫砂壶作者

曹某的职称信息和学历信息，将没有
职称和陶瓷专业学历的曹某“包装”成
具有陶瓷专业大专学历的工艺美术师，
并大量销售以曹某为作者的紫砂壶。
另外，为了提高网店的点击率和销售
量，当事人组织网络刷手，对其开设的
网店进行刷单，虚增网店的销售额，让
消费者误以为其网店销量很大，从而欺
骗、误导消费者购买其紫砂壶制品。

2020 年 5 月，市市场监管局根据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对当事人作
出了相应处罚。

市市场监管局重拳打击
紫砂经营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发布的《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自 2020 年 2 月 24 日起施
行。为让广大餐饮业主、市场经

营户更好地了解《决定》内容，自
觉抵制随意收购、经营、利用、加
工野生动物行为，市市场监管局
将《决定》中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摘
录，并以《告经营企业商户书》的
形式，下发到有关市场及餐饮业
主手中。这些内容如下：

一、凡《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
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
的，必须严格禁止。

对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在现
行法律规定基础上加重处罚。

二、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
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
生野生动物。

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
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
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

对违反前两款规定的行为，参
照适用现行法律规定处罚。

市民朋友要自觉遵守《决定》
条款，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
习，自觉履行移风易俗中“宜八条”
的相关规定，共同筑起保护野生动
物的绿色屏障。同时，欢迎广大市
民积极举报有关违法违规问题线
索，举报电话：12315。

三、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
动物，属于家畜家禽，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畜牧法》的规定。
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

门依法制定并公布畜禽遗传资源
目录。

常见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如下：
一、国家重点保护：1.国家一级

保护：蟒、扬子鳄、巨蜥、鳄蜥、虎、
梅花鹿、叶猴、麋鹿、鼋、绿孔雀等；
2.国家二级保护：穿山甲、河麂、猕
猴、天鹅、黑熊、棕熊、水獭、黄羊、
鸳鸯、大鲵等；

二、江苏省重点保护：灰雁、鸿
雁、平胸龟、淡水龟科（乌龟也叫中
华草龟、黄缘盒龟、黄喉拟水龟
等）、黑斑蛙、野鸭、雉鸡、灰胸竹
鸡、蟾蜍、蛇类（赤链蛇、王锦蛇、乌
梢蛇、蝮蛇等）、东方蝾螈、刺猬等；

三、“三有”保护：国家公布有
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
动物，如：狐狸、雉鸡、野兔、部分蛇
类（水律蛇、眼镜蛇、滑鼠蛇等）、壁
虎（除大壁虎外）、黑水鸡、骨顶鸡、
野猪、麂子（赤麂、小麂）、斑鸠、竹
鼠、豪猪、果子狸等。

（记者 韩良华 整理）

依法保护野生动物 坚决革除滥食陋习

■■ 监管重点监管重点

■■ 法制在线法制在线

■■ 紫砂行业整治紫砂行业整治

宜兴市某紫砂艺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案

本报讯（记者华 言 通讯员晶
鹏）5月13日，市市场监管局召开了
全市熔喷布生产企业产品标准宣贯
会，明确了熔喷布生产经营涉及的
执行标准和质量把控方面的法律法
规。在此基础上，该局部署开展了
熔喷布产品专项执法行动，以规范
熔喷布行业生产、销售行为，切实维
护熔喷布的生产经营秩序，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近期，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口罩等防护用品需求量持续激
增，作为口罩关键原材料熔喷布的经
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出现“井喷”式
增长，随之引发了哄抬价格、质量低
劣、“三无”假冒等乱象。对此，市市
场监管局根据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开
展此次专项行动。对无标生产、标准
不明示不公开、质量把控不落实、产
品质量不合格、价格违法等违法行
为，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处，坚决切
断涉嫌违法违规产品的流通渠道。

又讯 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加大
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口罩违法行为
的查处力度。由该局移送的陈某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3M口罩一案，5月
14日，已由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
当庭作出判决。陈某在疫情防控关
键时期，明知其购入的3M口罩是假
的的情况下，仍然进行销售，被判拘
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
陈某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
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本报讯（记者良 言 通讯员晶
鹏）从即日起至11月底，市市场监
管局将组织开展房地产市场经营秩
序专项整治“闪电行动”，以加强我
市房地产市场监管工作，规范房地
产市场经营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有
序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据悉，“闪电行动”将严格按照

《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
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切实加强对在建并已进入商品房
预售环节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事中
事后监管，强化导向管理，严格监管
执法。通过“闪电行动”，集中查办、
定期曝光一批违法房地产案件，特别
是目前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的虚假
宣传类违法案件，充分发挥典型案例

以案释法、教育警示的作用，增强企
业主体的责任意识、法律意识，营造
健康有序的房地产市场经营环境。

整治重点包括严查房地产广告
内容不真实、不合法、不科学、不准确，
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严查房地
产未取得预售、销售许可证或变相发
布预售、销售广告等行为：严查房地
产销售过程中的价格违法行为。

房地产市场经营秩序
专项整治“闪电行动”展开

熔喷布产品专项执法行动展开

■■ 规范市场秩序规范市场秩序

市场监督管理市场监督管理

■■ 基层执法基层执法

>>>相关链接

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联合检查加工场所联合检查加工场所查获野生动物制品查获野生动物制品

联合检查肉制品联合检查肉制品

排查野生动物制品排查野生动物制品

核查台账资料核查台账资料

联合检查联合检查

核查证照核查证照

排查疑点排查疑点

深入宣传深入宣传

检查市场秩序检查市场秩序

价格监管价格监管

检查防疫物资质量检查防疫物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