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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对弹出广告
“一键关闭”增加对含有链接、
中小学教育等广告的专门规定

互联网广告释放市场规范发展信号
市场监管总局 26 日公布《互联网广告
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为期一个
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回应社会
关切，明确将以互联网直播等方式直接或
者间接地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
跨境电商广告纳入监管。进一步强化对
弹出广告“一键关闭”、植入广告等领域的
制度规定，增加了对含有链接的广告、学
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广告的专门规定。
办法是在 2016 年原国家工商总局制定
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基础上进行
的修订。2019 年，
电子商务法、
修订后的反
不正当竞争法相继施行，为互联网广告监
管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和立法借鉴。为适
应当前互联网广告监管工作新形势新任

务，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互联网广告管
理暂行办法》修订工作，更名为《互联网广
告管理办法》并起草了公开征求意见稿。
近年来，互联网广告在广告形式、经
营模式、投放方式等方面不断发展变化，
进一步从电脑端向移动端扩展，多样性、
多元性、广泛性的特征更趋明显。据业内
不完全统计，2020 年我国电商平台互联网
广告增长 17.26%。
“您来，我们培养您的孩子；您不来，
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
“ 无创无痛
安全有效 带给你舒适的变美体验”……
当前，互联网平台各种弹窗广告、植入广
告等令消费者不堪其扰。特别是在医疗、
药品、保健食品、房地产、金融投资理财等

哭称换不动送餐公司”成为网民
热议话题。就公众关切的几个问
题，
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焦点二 为何换不掉涉事配餐公司？
戚城中学把食堂托管给一四川企业
经营，双方合作四年有余。今年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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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新增1个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28日电

（记者 魏婧宇 达日罕）
记者从 28 日下午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8 日 0 时至 16 时，满洲里市新增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9 例（含 2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
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 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累计
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9 例，
无症状感染者 2 例。
（记者 魏婧宇 达日
罕）经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防控组批
准，自 28 日起，将满洲里市东山街道办事处调整为新冠肺炎
疫情高风险地区，将满洲里市南区街道办事处调整为新冠肺
炎疫情中风险地区，
并实施相应管控措施。

另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28日电

澳门警方拘捕包括周姓商人在内等 11 人

案件随后移交特区检察院侦办

“学生呕吐腹泻”事件焦点问题调查

师生餐后集体呕吐腹泻”
“校长痛

27 日，封丘发布消息，称“初步判定赵
岗镇戚城中学部分学生出现餐后呕吐腹泻
是一起食源性疾病事件”。所谓食源性疾
病，
主要是由患者进食了不洁食物导致。
三名住院学生表示，中午吃的是大米
和冬瓜肉片，饭后约一小时出现呕吐、恶
心、发烧等症状，医院初步诊断为急性肠
胃炎。另一名吃了家常豆腐的学生反映，
豆腐有馊味。
封丘县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安涛表示，
根据检验，涉事公司大米和面条菌群超
标，对事发当天留样的豆腐、冬瓜肉片、玉
米羹检测结果未出。

征求意见。今年 10 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
批医美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部分
案例涉及通过互联网平台渠道发布违法广告
宣传。今年 11 月，
《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
正式出台。
今年 11 月，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的通知》，要
求全面清理校外培训广告市场，其中包括平
台自查整改，进一步完善广告发布审核制
度。对于未按期自行整改的，
依法从重处罚。
专家表示，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互联网营
销的创新优势，另一方面要营造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
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生态系统，
踏
踏实实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内蒙古满洲里新增 19 例本土确诊病例

一些师生和家长反映，
配餐不如学校食堂原来午餐做得好，
且配餐中发现过虫子、
机
器零件、
塑料管等杂物——

近日，
河南省封丘县
“30余名

焦点一 究竟哪个食物有问题？

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领域，
一些互联网平台发布的虚假违法广告花样
百出，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于规范发
展更是提出了迫切要求。
事实上，关于加强互联网广告规范管理
的举措从今年年初早有端倪。今年以来，平
台经济、互联网广告成为市场监管领域频频
出现的“热词”，剑指各种违法乱象，一系列
规范发展的举措密集出台。
今 年 4 月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会 同 中 央 网
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了互联网平台企业行
政指导会，与会 34 家互联网平台企业签署
了《依法合规经营承诺》。
今年 8 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医疗美容
广告执法指南（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聚焦疫情防控

日，涉事公司北京志宏恒达商贸有限公司
封丘分公司开始给戚城中学配送午餐。
一些师生和家长向记者反映，配餐不
如学校食堂原来午餐做得好，且配餐中发
现过虫子、机器零件、塑料管等杂物。此
外，由于戚城中学距离配餐制作点约 9 公
里，
饭菜送到后已“不太热乎”。
事发第二天，涉事公司仍给戚城中学
配送午餐。封丘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出
现问题后没有第一时间停止配餐确有不
妥，但也不能轻易换掉一个经过招投标程
序选中的配餐公司。

焦点三 配餐公司管理水平怎么样？
涉事配餐公司 9 月 22 日成立，办公场
所在赵岗镇南常岗小学院内。记者探访发
现，该配餐制作点由崭新的教学楼改造而
成。房屋墙上悬挂有工作人员健康证明，
屋内放置有食品留样柜，档案柜内存放着
蔬菜进货台账、
餐厅消毒记录等材料。
据介绍，涉事配餐公司共为赵岗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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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小学及戚城中学共计 3000 余名师生配送
午餐。南常岗小学校长李锋、裴固小学校长
张春明表示，
配餐“还不错”
“差不多”。
配餐制作点食品安全管理组副组长王
玉华表示，自运营以来，每周都会有市场监
管所工作人员前来检查工作。
记者还发现，
该公司虽成立时间不长，
但员
工流动性大，
未接受过系统的岗位技能培训。

焦点四 配餐公司是否无证经营？
记者调查发现，涉事配餐公司 9 月 22 日
成立，10 月 26 日取得营业执照。然而，该公
司大约在 10 月 9 日后就已开始给一些小学配
餐，且直到 11 月 25 日，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二
天，
才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封丘县市场监管局调查发现，涉事配餐
公司厨师未取得厨师证。

焦点五 招投标有没有“猫腻”？
8 月 16 日，涉事配餐公司根据封丘县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午餐采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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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4 标段）招标文件，递交了投标文件，经评
标委员会评审推荐并经采购人确认，被确定
为该项目（4 标段）中标供应商。
“通过对招标文件进行审查，
目前没有发
现招标文件制作方面的问题。
”
封丘县纪委监
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王福京说。
据王福京介绍，下一步将对招投标的过
程、投标企业的资质，
以及是否存在违规违法
行为等深层次问题进行调查。
“我们调查的对象包括封丘县教体局、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参与招标的企业、代理公
司。如有必要，评标专家也会被列入调查范
围。
”
王福京表示，
由于涉及人员众多，
其中是
否有“猫腻”
有待进一步调查。
封丘县委宣传部28日表示，
县里已为戚城
中学挑选了新的餐饮供应方，
相关工作已经展
开，
保证师生明天就可以吃上放心的热乎饭。
此外，
新乡市教育局也已下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冬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对加强校外供餐管理等问题提出明确要求。

据新华社郑州11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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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澳门特区政府司法警察局人员押送一名嫌犯。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澳门11月28日电

澳门特区政府司法警察局
28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侦破一宗涉及犯罪集团、不法经
营赌博及清洗黑钱罪案件，拘留 11 人，其中包括 47 岁周姓商
人。案件随后移交特区检察院侦办。
据司警局介绍，2019 年 8 月，该局根据情报搜集，获悉澳
门以一名周姓犯案集团主脑为首，利用在澳门经营娱乐场贵
宾厅业务在海外架设赌博平台，并招揽内地居民进行不法网
络赌博。集团把获得的不法财产通过娱乐场贵宾会账户，并
经地下钱庄通过不法途径转移及掩饰。
司警局 2020 年 4 月将该案列为专案深入调查，并于今年
11 月 27 日凌晨采取行动，于皇朝一商业大厦多个单位和路环
一住宅单位成功缉获本案 11 名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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