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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领导带队，采取不发通知、不
打招呼、不听汇报、直奔基层、直插现
场的方式对各县（区）生产企业进行暗
访，随机抽查了食品生产、食品销售、
餐饮服务、药品生产、药品市场等企
业，调查了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开展
情况，了解各类企业在食品药品安全
管理和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

分管领导带队，分别对各县（区）
局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推动
工作落实。保持对违法犯罪行为的

高压态势，实行联合执法、集中整治，
严厉查处食品药品违法生产经营行
为，立案854件，严格追究违法犯罪分
子刑事责任。

严格矩阵管理，建立整治工作台
账，实行建账、对账、查账、销账、交账
的“五账”管理，落实定工作任务、定
具体责任、定包案人员、定办结时限
的“四定”责任，实施挂图作战和全
程“痕迹化”动态监管，对工作推进不
力、执法不规范的人员实行问责。

市食药监管局：

织密舌尖上的“安全网”
□ 张雪松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对
群众来说是“天大的事”。今年以来，市食药监局紧紧抓
住“护航舌尖上的安全，为党的十九大献礼”这条工作主
线，统一思想认识，强化工作落实，全面深入推进食品药
品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的作风织密舌尖上的“安全网”。

据悉，今年全市食药监系统出动执法人员18648
人次，检查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34166户，排查出食
品药品安全隐患点1831个；共2.4万户食品药品生产
经营者开展自查自纠；抽检食品2270批次、药品760
批次、医疗器械40批次；企业投资500余万元，安装油
烟净化器252台，补充设施设备300余台，改造设施设
备600余处；督促企业完善管理制度2000余户，补充
签订餐厨废弃物处置协议600余份，指导210余户企业
完善内部安全管理机构，落实安全管理人员250余人；
立案854件，向司法机关移送生产、销售假药案1件，移
送审查起诉制售假劣食品案件犯罪嫌疑人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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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高度重视食品药品安全风
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加大排
查整治力度，坚决守住底线，确保不
发生区域性和行业性安全事故。成
立了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市、县（区）、局“四品一械”
各监管环节分别制定了食药安全风
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全面梳理食药安全风险隐患、安
全生产、环境保护工作重点，将工作
任务分解到责任领导，落实到具体
人员，明确了办理时限要求，确保工
作有序开展。

把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与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同时部署、同时检查、

同时整改、同时总结，做到上级安排
监管工作必须同时安排安全生产、
环保工作，执法人员进企业检查食
药安全同时检查安全生产、环保问
题，企业整改食药安全同时整改安
全生产、环保问题，下级总结上报食
药安全工作必须同时报告安全生
产、环保工作等。

对基层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工作“双督导”，市局“四品一械”各监
管环节分别督导基层开展相应品种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强调排查的
系统性、专业性；对口联系领导带队
督查县（区）局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工作，强调责任落实和统一。

今年年底前，全市将建成标准化
监 管 所 82 个 ，标 准 化 率 达 70% 以
上。总投资 370 余万元的县（区）级
快检车国家投资计划项目正加快推
进，安岳、乐至正在进行设备采购准
备，预计年底前完成采购。推进基
层监管所标准化建设，制定了《2017
年基层所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15
个乡镇监管所标准化建设项目正加
快建设。

加大检验检测能力建设力度。
总投资 1885 万元的市食品安全检

（监）测能力建设项目全面完成。市
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具有食品、药

品、化妆品和洁净室环境监测资质参
数达384项。口腔装备材料检验检测
中心正在开展无源口腔装备材料资
质参数认证前的实验工作。

探索食用农产品质量追溯试点
和食品批发仓储管理，在城区大型超
市和农贸市场建立农残兽残快检室
21个。

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多渠
道、分专业、分批次举办能力培训班，
上半年培训 460余人次，专业知识系
统参训率 100%。通过一系列的强基
固本举措，有效提升了食药安全保护
能力。

市、县（区）、基层监管所全体执
法人员配备了手持执法终端，每个
执法小组配备便携式打印机，实现
了监督检查信息上报及时、填写规
范，监管任务交办到人、办理及时。
根据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需要，进
一步完善了网格化监管信息系统的
统计分析功能，对抽检监测发现的
食品安全问题、双随机检查进行分
类统计，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获证
企业、“三小”经营者的信用信息及

时上网、分类统计，有效提升了监管
工作针对性。

全市 120个乡镇（街道）、2139个
村（社区）、2139名协管员、2691名信
息员、421 名监管执法员全面开始使
用手持执法终端实时填报食品药品
安全信息，食药监管千里眼、顺风耳
遍布城乡。

目前，通过网格化监管信息系统
已收集食药监管信息4300条，发现案
件线索1800余条，立案查处506件。

组织“食药安全 你我同行”“双
安双创”等食品药品安全记者、网友
体验活动 3次，帖文浏览量超过40万
人次。

举行“资阳市2017年食品安全宣
传周暨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食品安全
宣传周期间，全市共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 12万份，举办知识讲座、知识竞赛
100余场次，设立咨询点 200多个，接
受群众咨询近6000人次。

发送官方微信 64期 256条，发送
手机短信 21期 160余万条，播放农村
广播2000余期。

以“强化责任式宣传，开创食品
药品共治共享新局面”为目标，铺
天盖地地进行“责任式”“插针式”

“立体式”“特色式”宣传，进一步
形成了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
的 良 好 局 面 ，促 进 了 全 市 人 民 食
品药品安全意识和饮食用药安全
水平的提高。

结合历年来全市食药安全风险
监测数据、日常巡查情况、抽样监测
结果、群众投诉举报情况，明确了大
排查大整治工作以学校、建筑工地、
宗教场所等用餐食堂、大型餐饮企
业、农村群体性聚餐、零售药店、个体
诊所、检验检测室、药品医疗器械批
发及生产企业等为重点对象，以肉及
肉制品、超市自制自售食品、茶叶、酱
腌菜、散装白酒、调味料、桶装水、柠
檬制品和治疗糖尿病、高血压、心血
管类疾病的药品及生物制品、冷链药
品、抗菌类、中药材、中药饮片、危险
化学品为重点品种，突破农贸市场、
城乡结合部、农村市场、涉爆粉尘厂
房等难点区域，主要排查生产经营过
程中食品药品安全风险、安全生产隐
患和环保问题，切实做到排查不留盲
区，整治不留后患。特别是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和苗头性问题，坚决及时有效处置。

截 至 目 前 ，全 市 共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18648 人次，检查食品药品生产经营
单位 34166 户次，排查出食品药品安
全隐患点1831个。

加大警示约谈力度，共召开警示
约谈会 8次，有针对性地约谈散装白
酒、酱腌菜、柠檬制品生产企业、网络
订餐、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负责人、不
合格抽样单位负责人160余户次。

加强风险应急防控，召开风险研
判会 28次。坚持以问题导向统领抽
检监测工作，抽检食品 2270批次、药
品 760 批次、医疗器械 40 批次，上报
药械不良反应监测 2275份。针对雁
江区中和镇首届龙虾节、安岳县首届
龙虾节、乐至县烤肉节、资阳啤酒音
乐美食狂欢节、资阳市首届乡村旅游
美食节等重大乡村旅游商业活动，加
强应急保障指导，及时制止、纠正违
法行为，督促活动举办者和业主加强
食品安全管理。

印发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告
知书，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严格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全面开展安全隐
患自查自纠，列出问题清单，建立工
作台账。截至目前，全市有 2.4 万户
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开展了自查自
纠工作，梳理出问题1213个。

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动
员有关企业累计投入资金 500 余万
元，安装油烟净化器 252 台，补充消

毒、保洁等设施设备 300 余台，改造
防蝇、防鼠、防尘和污水处理等设施
600 余处。

督促企业修改完善管理制度
2000余户次，补充签订餐厨废弃物处
置协议 600 余份，指导 210 余户企业
完善内部安全管理机构，落实安全管
理员250余人。

主体责任的强化，有效地促进了
隐患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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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检查。

开展GSP认证检查。

规范商家食品加工行为。

孩子们享用食药安全知识“大餐”。

食药安全知识科普活动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