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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乐至县食药监管局以
“十化”为基础，不断夯实基础，建设
食品药品安全屏障，确保帅乡人民吃
得放心。

基层基础建设“标准化”，在全省第
一个完成中央预算项目食品快检车配
备。队伍能力提升“专业化”，先后组织
开展案卷评议等队伍履职能力提升培
训活动 35 期。食药品牌打造“常态
化”，打造培育食品经营示范店 10家、
药品示范店10家、化妆品示范店5家。

食药监管执法“规范化”，深入开
展了啤酒专项整治、药店未凭处方销
售处方药等专项稽查行动，立案查处
各类违法违规案件 334 件，两个案件
被评为市级优秀案件。

三小条例宣贯“经常化”，在全市

率先开展“小作坊”专项整治行动，巡
查食品加工小作坊 756 家次，发现并
指导整改问题隐患 268起。农村家宴
管理“科学化”，建立乡厨“服务站”25
个。网络订餐安全“透明化”，取缔不
具有网络经营资质的订餐平台 1 个，
下线处理无证从业、管理不规范等问
题供餐单位127家。

零售处方管理“远程化”。在全市
率先启动零售药店远程免费处方系统
建设工作，已建设 82 家，开出电子处
方 72154 份。安全知识宣传“社会
化”，创新开展“情系食品安全·心铸和
谐家园”巡回演出活动 5 期。企业管
理服务“精准化”，指导四川海辰日化
公司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尽快完成
GMP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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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
——我市2017年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综述

2月8日，市食药监管局召开资阳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警示约谈会，向企业通报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存在的突出
问题，提出警示要求，进一步将企业的主体责任压紧压实。

春节前夕，市食药监管局到对口扶贫村安岳县李家镇双石村开展“暖
冬行动”，为群众书写春联，把新书包送到孩子们手中。

□ 张雪松 本报记者曹礼芹

我市2017年认真贯彻落实“党政
同责”“四个最严”和“四有两责”要
求，紧紧围绕保障公众饮食用药安全
的总体目标，不断压实责任，夯实基
层基础，创新监管模式，强化工作举
措，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持续保持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落实党政同责。我市把食品药
品安全、社会稳定、安全生产作为必
须守住的三条底线，做到与党委政府
重点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推进、同
落实。建立食品药品安全财政投入
稳定增长机制，2017年市本级项目经
费338.8万元，较2016年增加44%。

开展示范创建。我市全面启动
四川省食品药品安全示范市州创建
工作，安岳县全面启动第二批省食品
安全示范县创建工作，实施“放心肉
菜”“放心超市”示范工程，全市已创
建示范乡镇 11 个、示范街道 1 个，
2017 年申报考核评定示范乡镇 21
个、示范街4条。

隐患排查整治。全市 2.4万户食
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展了安全隐
患自查自纠，列出问题清单，建立工
作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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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大排查大整治重点，全市共排查企
业 11989 家、隐患 1230 个，全部按要
求整改到位。同时，加大稽查执法力
度，2017年全市立案1411件。

助推产业提速升级。主动争取
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在审批、技术、法
规等方面支持；省食药监管局量身
定制了支持我市口腔产业发展 8 条
措施，提高了企业注册申报、技术评
审，体系考核和行政审批等方面的
办事效率，已帮助园区具备条件的
入驻企业在“标准不降低、程序不减
少”的前提下，快速办理相关行政审
批申办手续。市食药监管局组建技
术服务团队，对企业一对一指导服
务。截至 2017 年底，签约入驻生产
型项目 26 个。

务实推动工作创新。在全省率

先开展“互联网+”食品药品网格化监
管试点工作，实现市、县、乡、村全面
覆盖，该系统已成功处置 6起蓝色舆
情，收集食品药品安全信息 5800 余
条，发现案件线索 462条。制订出台

《资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管理办法》（“双
随机”即：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
派执法检查人员）。2017年 6月以来

“双随机”方式检查企业 641家次，发
现并立案查处 12 件，责令整改 93 家
次。在全省率先制订了《农村群体性
聚餐监管办法》及操作指南，组建了
乡厨协会，实行“坝坝宴”监管“九统
一”，全市纳入统计规范管理的乡厨
队伍有 951个，未发生群众性聚餐事
件。推进建立局市战略合作新机制，
省食药监管局在我市设立办事处、行
政服务工作站，方便我市口腔装备材
料产业基地内企业办事，先期受理医
疗器械生产许可、产品注册等事项的
申请。

强化民生实事工程。市、县两
级政府将食品药品监督抽检纳入民

生工程，安排财政专项资金 607 万
元，用于监督抽检。全年监督抽检
食品 3902 批次，药品监督抽检 780
批次，药品快检 600 批次。同时，开
展了“你点我检”和“点穴式”监督抽
检活动。推行质量安全风险分级管
理制度，对 161 家获证食品生产企
业 全 部 实 行 风 险 分 级 管 理 ，全 市
4618 家持证餐饮服务单位完成了量
化评级工作，评定结果在等级公示
牌全部进行正确公示；在药店试点
远程免费处方诊断系统，已安装终
端 543 台，居全省第一。在各中小
学校和市、县党校开设食品安全课，
邀请“两代表一委员”、行风监督员
视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开展记者
行、网友体验监管执法等活动，提升
监管社会影响力。利用手机 MAS
平台向 10 万个手机用户发送食品
药品安全短信 23 期近 200 万条。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实现从国家食药
监管总局到乡镇食药监管所的五级
联网，全市受理投诉举报 380 件，对
符合条件的 36 件给予了奖励。

2017 年，雁江区食药监管局切实
抓好突出问题整治、风险隐患排查、质
量安全抽查、违法案件查处、产业水平
提升，严防、严管、严控食品药品安全
问题，构筑食美药安雁江。

在严防方面，部门协作开展保健
食品非法会议营销及虚假宣传专项整
治，检查经营企业和个体户 1892 户，
整治重点区域 86个，疏散中老年群众
2260余人，共查处以会销、虚假、夸大
宣传养生商品违法行为案件 23件，取
缔会销养生商品32场次。

在严管方面，开展夏季食品药品
“扫雷”行动，对全区食品、化妆品、药

品、医疗器械等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开
展拉网式监督检查，共检查各类食品
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4307家，发出
责令整改通知书 9 份，立案查处 137
起。

在严控方面，联合工商、农业、公
安等部门开展工业松香、沥青禽畜脱
毛专项整治，检查农贸市场 32 个，禽
畜脱毛经营户 200 余户次，经营户主
动上缴销毁工业松香 40余斤，执法人
员收缴工业松香 3 斤；开展小区净化
水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共排查 51个居
民小区共 17个净化水供水点，对 5家
经营企业建立了台账。

2017 年，安岳县食药监管局瞄准
工作“靶心”，在“精准突破”上下功夫，
多措并举，着力推动社会共治共管，不
断促进执法监管水平提升，促进区域
食品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案件查办更加有力，开展挂面、小
作坊白酒、食盐及臭脚盐、婴幼儿配方
乳粉、冷冻冷藏食品、校园食品安全、
农村食品、药品流通领域等专项治理
35项。立案680余起，移送司法6起。

执法手段更加丰富。大力开展了

“双随机”、督导执法检查等执法检查
工作，全年抽检 858 批次，合格率达
98%以上。

快检室建立成效突出。建成学校
及零售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大型
超市等快速检验室18个，已启用14个。

宣传攻势更加明显。每季度刊发
《安岳食药监管》杂志 2000余本，推广
“安岳食药监”微信公众号，发送手机
短信达 40 万余条，大力宣传“12331”
举报奖励制度。

雁江区：

力“严”，筑食美药安长城

安岳县：

准“心”，保舌尖上安全

乐至县：

造“化”，建食品药品安全屏障

食品药品监管网格员正在检查农村坝坝宴，指导坝坝宴举办者和乡
厨安全办宴，保证食品安全。

全市食药监管部门开展春节期间食品药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和“回头看”。图为监管人员正在检查乡镇药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