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3·15”市场监管

记者：请介绍一下“3·15”期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开展情

况。

马林青：今年的消费维权年主题是“信用让消费更放
心”。当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为让
群众买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省局在“3·15”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我们安排了多个活动。召开全省ODR企业（企业在线
解决消费纠纷）代表座谈会，畅通消费纠纷调解绿色通道，督
促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组织“河南省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主
题论坛”，向社会征集物业管理服务存在问题，督促企业整
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组织开展了监管成果展示、法律法
规宣传、假冒伪劣商品对比、识假辨假知识讲解等宣传活动。

为督促企业加强自律，从根本上维护消费者权益，我们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双随机、一公开”市场监管集中整治行
动。将检查对象聚焦在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小作
坊、小食杂店、小餐饮店“三小”和玩具、家具产品上，并随机
抽取确定了21563个检查对象。2月21日至3月 12日，全省
市场监管部门实施了检查，行动期间，省局组成六个调研组
奔赴各地，对集中整治行动进行指导。检查数据将通过媒体
集中公布，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平台与企业信用直接挂钩。

“权健事件”发生后，群众对保健市场格外关注，省局迅
速组织开展了保健市场整治“百日行动”。截至目前，全省共
出动人员超6.5万人次，检查人员密集场所、“保健”类店铺等

近4.5万个，开展行政指导、约谈1202次，撤销直销产品备案
5个，捣毁制假售假窝点11个，移送司法机关案件9件，查处
虚假宣传等案件 94件，案值 2172.91万元，有力维护了人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

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影响百姓生活，3月 5日起，我们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打击制售仿冒假冒食品“春雷
行动”。将全省农村地区、人口密集场所和城乡接合部作为
重点整治区域，将仿冒食品、假冒食品、“三无”食品、劣质食
品等五类食品作为重点整治内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
法从重从严从快查办。为确保行动有力，省局向全省派出由
厅级干部带队的13个督查组，赴地市开展督导检查。

为做好“3·15”系列宣传和消费者权益维护工作，全省各
级市场监管部门密集组织开展普法宣传、大型咨询和新闻发
布活动，吸引近百万人次消费者参与。去年以来，全省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五个热线（工商 12315、食药监 12331、质监
12365、价格监管 12358、知识产权 12330）受理消费者诉求
近70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超过6500万元。

同时，我们大力开展涉企和民生领域价格收费专项检
查，去年以来，共查处价格违法案件 6800多件，实施经济制
裁 1.05亿元；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查处各类不
正当竞争案件 720 件，办案数量连续 5年处于全国领先位
次；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执法维权专项行动和打击商标侵权专
项行动，查处专利违法案件1922件、商标违法案件1460件，
有力维护了市场公平和企业权益。

雷霆发力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维权

谈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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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目前我省正在大力实施医药产业质量安全提

升行动，请谈谈进展情况。

马林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
山，要求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开展工作,总书记的要求就是我们药
品监管工作的根本遵循。

近年来，我省深入开展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提升
行动，全省药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大幅提升，国家药品抽
验不合格率和外省抽验不合格率连续两年大幅下降，守
住了不发生重大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事故的底线，规
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连续两年增长15%以上。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我们大力推动企业建立药品品
种档案，健全风险评估和防控机制，开展追溯体系建设，
提升企业全过程、全方位质量管控水平；制定《河南省药
品医疗器械生产质量安全提升活动工作方案》，明确重点
监管企业和重点监管品种清单；督促企业排查风险，去年
排查质量安全风险点1497个，有效防范了风险。

监管方面，严防严控药械安全风险，围绕质量风险隐
患高发的重点领域、企业和品种，集中开展疫苗、血液制
品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2017年以来，我局共检查药品
生产企业 1814家次，依法收回 16张 GMP证书，对 54家
企业进行了行政约谈。同时加大对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
用单位检查力度，责令整改1379家，停产22家，约谈260
家，警告 458家。去年共查处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一
般程序违法案件7173件，罚款金额3806.25万元，移送司
法机关94件，对违法违规行为起到了监督和震慑作用。

在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我们研究出台了
《关于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推动医药产业健
康发展的意见》，提出13项具体措施；推动中药饮片生产
行政许可检查与药品GMP认证检查等检查“二合一”，提
高了审评审批效率；简化注册质量体系核查工作程序，缩
短了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审评审批工作时限，激活
了医药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力。

同时，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实施意见》，从医保报销、医院招
标、财政资金支持等方面激励企业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目前，我省 14家药品生产企业 73个
品种（85个批准文号）已启动一致性评价工作。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药品的质量安全、治疗效果
等有着迫切需求，我们将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药品生产和监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之
以恒以“四个最严”要求为根本导向，不断推动我省医药
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开局就是决战 起步就是冲刺

奋力谱写市场监管事业新篇章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马林青

2018 年 11 月 29日，河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新组建的省市场监

管局，将原工商、质监、食药监、知识产权的

职责，及发改委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执

法、商务部门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等职

责进行统一整合，将部门叠加的新优势全面

激活，大幅提升市场监管效能，成为市场监

管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省市场监管局以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朝气和魄

力，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砥砺奋进，积极稳

妥推进机构改革，奋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

面。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

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马林青接受

记者采访，围绕机构改革、“3·15”消费者权

益保护、质量强省建设、食品安全省建设、药

品监管等工作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

记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挂牌以来，机构改革进展如何？

马林青：按照中央批准的《河南省机构改革方案》，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加挂省知识产权局
牌子。保留省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具体工作由省市场监
管局承担。新组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省市场监管局
的部门管理机构。目前，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机构改革
的工作部署，18个省辖市除济源外都已成立市场监管局；
10个省直管县（市）中，也已经有6个成立了市场监管局。

为确保改革期间思想不散、队伍不乱、工作不断、标准
不降、干劲不减，省局先后制定了《河南省市场监管局机构
改革过渡期领导分工方案》《机构改革过渡期若干工作规
则》等文件，成立了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下设 10个工作组
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工作。

为凝聚人心，我们抓住关键人群，组织了两期正处级
以上干部党性党风党纪专题培训，围绕三个主题广泛开展

“三个大讨论”活动，即围绕讲政治、守规矩，开展“做忠诚
干净担当的好干部”大讨论；围绕恪尽职守、履职尽责，开
展“做新时代出彩河南市场监管人”大讨论；围绕“三定”方
案确立后“进退留转”主题，开展“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
同志、正确对待个人”大讨论。“三个大讨论”鼓舞了士气，
统一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合力。

今年 2月，省局召开了全省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会议，
认真分析了机构改革后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对
2019年工作做出全面安排部署。

目前，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广大干部职工同心同德、齐心
协力，大家表示，要以新机构组合为契机，继续发挥过去能打
善战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焦裕禄同志“三股劲”精神，按照
省局党组“整体工作上台阶，单项工作争第一”的要求，以不
畏艰险、攻坚克难的勇气，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锐气，担当作
为、开拓创新，确保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一开局就是高标准，一
起步就是高水平”，奋力书写全省市场监管事业新篇章。

记者：请问我省质量安全监管及提升行动进展如何？

马林青：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离不开产品和服务
的高质量。质量，反映着企业、产业和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及综
合实力。中央及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推动“三个转变”，即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
国品牌转变。省市场监管局坚决贯彻要求，深入实施质量强省
战略，持续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我省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首先在制度层面上，我省有着充分保障。河南省“十三
五”规划将质量强省战略列入其中，并 3次召开全省质量大
会，出台《关于推动“三个转变”建设质量强省的实施意见》
《推进质量强省建设工作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建
设质量强省做出了具体部署。

目前，全省 158个市（县、区）全部开展了质量强市（县、
区）活动，9个市获批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我省也批
准命名创建 17个河南省质量强县（市、区）示范县（市、区）。
在国务院对省级政府的质量工作考核中，我省连续四次被评
为B级，稳居全国第二方阵。

2018年是我省“质量提升行动年”，我们组织了服务企
业“服务零距离、质量零缺陷”行动、质量提升“双百”行动等
十大行动，取得显著成效，郑州市入围全国第一批“百城千业
万企对标达标提升行动”试点城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长

垣召开了全国特种设备质量提升现场会。
通过质量提升，2018年我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

达96%以上，4家单位荣获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8家企
业获得省长质量奖，6家产业集聚区被命名为河南省知名品
牌创建示范区。

在监管方面，去年，我们共监督抽查6817家企业生产的
196种 11522批次产品，产品抽检合格率达 96.8%。组织开
展了电站锅炉范围内的压力管道等四项专项治理；集中开展
了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开展“质检利剑”等专项行
动，出动执法人员 4.85万人次，检查企业近 1.5万家，查办各
类案件 1051 起，货值 2867.63 万元，其中查办大案要案 22
起，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

在提升质量技术效能方面，省局也做了大量工作。我们
出版了河南省18种主导（特色）农产品标准体系，启动了“国
家（华北区）小麦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台”建设；严格落实
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3239家企业公开了近2.4
万项标准；全省新增检验检测机构379家，总数达2034家。

同时，我们扎实推进国家质检中心郑州综合检测基地二
期工程建设，并获批筹建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郑洛新）。
目前我省省级质检中心总数已达112个，国家级质检中心总
数达28个，居中西部省份前列。

强力变革 激活全省经济发展新动能

谈质量强省建设

记者：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请

谈谈我省食品安全建设情况。

马林青：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
全关乎人民健康和生命，责任重于泰山。今年全国两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8日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完
善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严厉打击食品
安全犯罪，保证让老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农产品。”

开展食品安全省建设，我省一直坚持高位统筹设计、高
标精准落实、高力宣传引领、高质示范推动。

我省建设食品安全省的“施工图”非常明确。省政府正
式出台了《关于建设食品安全省的意见》《食品安全省建设规
划（2018—2022年）》等，将食品安全省建设连续两年写入省
政府工作报告，并将建设食品安全省情况纳入市县政府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考核和食品安全工作综合考评；省政府食品安
全委制定了《建设“食品安全省”行动方案》等，将建设目标、
任务、责任细化；今年 2月，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我省
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进一
步强化了食品安全省建设的重要性。

同时，省政府食安办出台了《河南省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

市评价细则》，将考核任务量转化为具体指数；成立食品安全省
建设专家库，以全面加强协调督查，为建设定好了“标准线”。

工作中，我们创新推出了一系列好做法、好经验。出台了
《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组织召开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暨“互联网+明厨亮灶”推进会，推
动“三小”和学校食堂治理，效果明显。许昌的“30分钟监管服
务圈和快检服务圈”、郑州的“大宗食品‘你点我检’互动平
台”、开封的“食品责任险”等各项创新举措可谓精彩纷呈。

目前，郑州、许昌两市通过了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中
期评估，还有 11个省辖市提出了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的申请。全省共确定 3批 74个省级食品安全试点县（市、
区），9个已通过验收，36个正组织实地验收。全省开展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创建的县(市、区)达 100个。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各成
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我省食品安全省建设进展顺利。
2018 年，全省食品监管部门检验项目样品总体合格率达
98.0%；在食品安全示范县和试点县（市、区），人民群众对食
品安全的总体满意度均超过 70%。目前，我省由政府主导、
企业负责、部门联动、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基
本确立。

谈食品安全省建设

勇于担当 让人民群众吃得更放心

□本报记者 孙静 本报通讯员 常存涛

蹄疾步稳
确保开局就是高标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关键之年，是新组建的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的开局

之年。全省市场监管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和全

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市

场化改革方向，坚持服务发展大局，以“促改革、强监

管、优服务、提质量、保安全”为导向，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全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稳步提升产品和

服务质量，严守质量安全底线，更加重视消费维权，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奋力开创

新时代全省市场监管事业新局面,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让中原更加出彩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谈药品监督管理

精准创新
推动全省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

马林青调研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鞠海生 摄

省局领导班子调研国家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 鞠海生 摄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马林青启动抽查按钮，抽取检查对象名单 鞠海生 摄

省局领导班子调研大数据中心 鞠海生 摄

省局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焦裕禄的公仆精神 鞠海生 摄

执法人员抽查监督药品质量安全

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唐远游走访慰问贫困村民 马阔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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