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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管永远在路上。新的一年，
如何更好创新监管模式、落实监管职责，让
人民群众在“吃”上没有后顾之忧，马林青介
绍，省市场监管局已基本确定年度工作计
划，将从7个方面将食品安全监管做到极优。

以创建促提升，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
深入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创建活动。市场监
管系统将全面贯彻实施《河南省建设食品
安全省行动方案》《河南省食品安全省建设
规划（2019—2022年）》等，不断优化顶层
设计，组织动员全省各地积极开展“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和“省级食品安全示范
县”创建工作，在全社会营造更为浓厚的食
品安全监管氛围。

更高质量实施年度食品安全抽检计
划。抽检是重要的监管手段，省市场监管局
将继续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力保
障实现2020年食品抽检4批次/千人目标任
务。大力提高抽检监测的靶向性，将“产品
控制到位、源头追溯到位、原因排查到位、行
政处罚到位、整改落实到位”的要求落实到
位，形成科学高效、互为补充、层次分明的食
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体系。

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力度，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针对食
品小作坊和小型食品生产企业，将重点引
导实施“6S”标准化管理模式；对中型以上
食品生产企业积极推进以“HACCP”为主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鼓励大型食品生产
企业全面推行ISO2200等先进质量管理体
系。全省将以“零容忍”态度深入开展食品
安全集中专项治理，对制售假劣食品违法
行为严惩重处。

积极提升政务服务，深化食品经营许可
改革，推动全省食品产业发展。我省将持续
修订完善《河南省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河南省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等文件，积
极推进食品生产许可信息化和许可电子证
书管理。同时出台《河南省食品生产许可核
查员管理办法》，组建省食品生产许可专业
技术委员会等，在做好监管的同时助力全省
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监管，建立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失信
名录制度。马林青说，按照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关于建立食品安全“黑名单”规定，我省将
不断完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推进诚信体

系建设，研究制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失信企业名录制度》等，以督促企业全面落
实主体责任。

加大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教
育。省市场监管局将以新修订的《食品安全
法实施条例》为重点，深入广泛宣传《食品安
全法》等法律法规。同时加大对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学习情况随机监
督抽查考核力度，加大对全社会的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宣传力度，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食
品安全的认知度，推动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大格局。

马林青表示，省市场监管局还将着重
加强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履职能力和服务
水平。按照“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市场
监管工作的高质量”总要求，坚持党建与食
品安全监管相结合，把加强学习、转变作
风、提升能力、强化落实作为履职尽责重要
抓手，积极开展创新，持续优化监管方式，
提高监管水平，以人民为中心，对食品安全
问题零容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为河南谱写新时代更加绚丽的出彩篇
章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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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静

“在高品质消费时代，除了吃得

饱，咱们老百姓更关心的是怎么能

吃得更好、更健康。”“新的一年，很

想了解目前我省食品安全整体情

况，以及下一步的保障措施。”省两

会期间，读者和网友纷纷聚焦食品

安全领域相关话题，对本报留言。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监管是群众

最为关心、关切、关注的热点议题，

也是省市场监管局的重要职责之

一。目前，我省食品安全总体形势

如何？过去一年，省市场监管局采

取了哪些有效措施以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新的一年，

老百姓如何吃得更放心、安心？1月

13 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政协委

员、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马

林青。

“省市场监管局成立以来，省局党组坚持
把食品安全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全面落实‘四
个最严’要求，大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全面
推进食品安全省建设，全省食品安全形势持
续稳定向好，没有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重大食
品安全事故，农产品和食品抽检合格率常年
保持在 97%以上，群众满意度逐年提升。”马
林青介绍。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我省各级市场
监管部门共完成 2019 年度食品安全抽检监
测任务超 37万批次，抽检对象覆盖粮食加工
品、食用油及其制品、肉制品、乳制品等 34个
食品大类，其中监督抽检 36.4 万批次，检验
合格的样品 357628批次，样品总体合格率为
98.1%。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居民日常消费
的粮食加工品、食用油及其制品、肉制品、蛋
制品、乳制品等大宗食品的样品合格率，分别
达到了 99.7%、99.5%、98.9%、99.5%、99.9%，
均高于样品总体合格率。抽检结果显示，目
前我省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中向好，与人民
群众密切相关的大宗食品合格率维持在较高
水平。

除了常规抽检，我省大力实施“明厨亮
灶”，逐步揭开后厨的“神秘面纱”，让消费者
吃得明明白白的同时，也通过全社会的监督
倒逼食品生产经营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把
安全放在首位。

马林青介绍，去年 4月，省市场监管局印
发了《河南省“明厨亮灶”建设规范提升行动
方案》，且每季度下发全省餐饮服务“明厨亮
灶”建设工作推进情况的通报，督促各地加大
工作力度。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全省持证
餐饮服务提供者“明厨亮灶”覆盖率达76.6%；
全省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堂“明厨亮灶”覆盖
率提升到了95.16%，其中，省会城市郑州已达
到100%。“明厨亮灶”建设效果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我省食品安全监管
的一项重要举措，“互联网+明厨亮灶”正在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马林青说，目前我省
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的学校食堂 17875
家，占总数的64.76%，“除了学校食堂，目前我
们正在全省大力推广实施‘互联网+明厨亮
灶’，食品生产经营者在后厨关键位置均要安
装视频设备，把后厨的情况实时直播到互联
网上，消费者在手机上下载‘舌尖安全网’客
户端，点一点就能查看后厨情况，这样的监管
方式更符合年轻人的习惯，监管效率也更
高。”

此外，我省也在强力推进省级食品安全
县（市、区）创建和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
建工作，以带动食品安全工作的整体发展。
据了解，去年，我省新命名34个省级食品安全
示范县（市、区），全省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
（市、区）总数已达 43个，约占全省县（市、区）
总数的 23%。目前，全省还有 117个县（市、
区）在参与创建活动，已创建成功和正在创建
的县（市、区）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85%以
上，且 17个省辖市全部启动了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创建。

全省食品抽检
合格率达 98.1%，
总体形势良好

随着生产和消费环境的改变，食品安
全监管在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的监管方
式也在不断创新。马林青说，2019年，省
市场监管局通过大力推广实施食品安全

“6S”规范化管理、全面开展食品销售者安
全风险分级管理、首创食品生产企业主体
责任监管模式等，推动全省食品安全监管
更加精细、精准、高效。

——食品安全“6S”规范化管理新模式
全省推行。

提到“6S”这个词，很多人或许还觉得陌
生，但我省从去年已开始全面推行食品安全

“6S”规范化管理新模式。
“6S”即“整理(SEIRI)、整顿(SEITON)、

清 扫 (SEISO)、清 洁 (SEIKETSU)、素 养
(SHITSUKE)、安全(SECURITY)”，运用到
食品安全领域，即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要分
类摆放器具，现场干净整洁，管理流程科学合
理，环境赏心悦目，还要自觉养成食品安全管
理的良好习惯，做到食品安全保障常态化。

马林青介绍，去年8月，省市场监管局
召开了全省食品安全“6S”规范化管理现场
会，要求全省食品生产、食品流通以及餐饮
服务行业，全面推行“6S”规范化管理新模

式。目前，我省各地均已成立食品安全“6S”
标准化管理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实施方
案稳步推进。

——食品销售者安全风险分级管理让
监管更精准。

为进一步推动食品安全监管对象脸谱
更加清晰，确保监管更加精准，我省大力实
施开展了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据
了解，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日常监督检
查、行政处罚及监督抽检情况，对原有食品
销售者的风险等级进行了动态调整，对新开
办的食品销售者根据食品经营许可、登记情
况和监督检查情况确定其风险等级，让全省
的食品安全监管对象更加明确。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我省共完成
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风险分级近39万户，
占全省食品经营销售者的97.8%。按照风
险等级从低到高排列，其中，A 级占比
27.2%；B级占比50.0%；C级占比20.4%；D
级占比2.4%。

马林青说，安全风险分级管理的实施让
食品安全日常监管更加有的放矢，极大提高
了全省监管效能和质量。

——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监管模式

开全国先河。
食品安全监管，生产企业能否有效落实

主体责任是关键。马林青介绍，我省在全国
率先出台了《河南省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暂行规定》，并配套制定了《食品生
产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查表》，要求企业
按照“日常检查有记录、月度分环节有自查、
季度全项有排查、年终履责有总结”等要求，
定期组织自查，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从而形
成了一套“主体责任明晰化、落实责任制度
化、监督指导规范化”的企业主体责任管理模
式，从而在源头上守住了监管的第一道关口。

——在线考核新方式推动管理人员素
质不断增强。

监管能否到位，管理人员的素质同样重
要。据介绍，为不断强化管理人员的自我学
习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省市场监管局以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为主要内容，开发
出了“豫食考核APP”，并要求全省食品安全
管理人员积极在线开展学习培训，并以抽查
考核的形式强化推动学习落到实处。截至
目前，全省注册餐饮考核APP约58万人，累
计参加考核400余万人次，有效促进了餐饮
服务从业人员能力素质提升。

“6S”“风险分级”“主体监管”等新举措效果明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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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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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接合部和广大乡村，学校及其周
边，网络订餐平台等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
领域，近年来，我省围绕以上领域都采取了
什么措施，成效如何，马林青做了详细介绍。

——全省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网越织
越密。

据了解，省市场监管局持续将农村食
品安全治理工作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
之一。2019年，印发了《2019年河南省农
村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村食品销售环节风险隐患排
查整治的通知》等文件，从制度层面要求全
省市场监管系统进一步加大乡村食品安全
治理，以消除农村食品安全隐患、防控食品
安全事件、增强农村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
的获得感。

马林青介绍，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对农
村销售“三无”、超过保质期、假冒伪劣食品
等违法行为进行了监督检查，截至去年年
底，累计监督检查农村食品销售者近25万
家次、食品销售小摊点超 2.4万家次，监督
抽检 73308批次，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
进行了严肃惩罚。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局加强社会协同
治理，共在全省农村设置了食品安全协管
员超 3万人，同时登记备案厨师 3万多人。
在社会各领域的共同配合下，2019年共指
导农村集体聚餐近 9.4 万多次，培训厨师

3.4万余人次。
——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整治效果明

显。
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亮点工作之一，

我省去年在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建章立制
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全省相继印发了《关
于贯彻落实<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
理规定>的通知》，制定了《学校集中用餐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清单》，进一步强化了学校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了校长（园长）负责
制。同时向省司法厅提交了《河南省学校食
品安全工作条例》立法建议，积极寻求为学
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法规制度保障。

建章立制的同时积极开展专项抽查。
去年3月和9月，省市场监管局分别部署开
展了春秋季学校食品安全专项大检查行动，
期间，共对近2.8万家学校食堂（含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进行了监督检查，责任约谈了
3300多家，责令整改5500余家。同时对校
园周边200米范围内的食品销售经营者开
展不间断、拉网式排查整治，共检查食品销
售者超3.3万家（次），监督检查覆盖面达到
100%。

马林青说，围绕全省高等院校的食品
安全监管，我省还首次召开了高等院校食
品安全规范管理现场会，要求全省高等院
校积极落实主体责任，广泛推广“6S”管理，
不断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让广大青年

学子吃得更安心。
——网络餐饮服务更加规范。
当下，网络订餐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

习惯之一，网络餐饮服务也成为食品安全
监管的新阵地。线上提供订餐服务的食品
生产主体是否有正规资质？网络平台服务
商是否尽到把关职责，都需要监管部门加
大管理。

马林青说，我省印发了《关于加强网络
销售和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加强领
导，制定具体监管措施，统筹协调食品安全
及网络监管力量，积极推进信息化监管、以
网管网监管等。在多方努力下，目前全省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分支机构 190
家，已备案190家；自建网站餐饮服务提供
者22家，已备案22家，备案率达到100%，
网络餐饮监管的主体和对象更加明确。

与此同时，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了网
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对第三方平
台履行入网审查义务不严和部分入网餐饮
服务提供者经营行为不规范等突出问题进
行了严查。经统计，全省共检查网络餐饮服
务第三方平台及其分支机构数204家次，检
查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3242家，对无
证经营的269家进行了取缔，对网络第三方
平台及分支机构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进一
步消除了网上餐饮服务的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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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静

1 月 14 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该局

2019 年共承办第十二届政协二次会议交办的提案 71

件，其中主办 27 件，会同有关单位分别研究办理 27

件，协办 17 件。在征求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后，提案的

答复件已正式印发并按程序和要求寄送委员和相关

部门，提案答复满意率达到 100%，切实做到了“事事

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据了解，在省市场监管局接到的交办提案中，《关

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提案》和《关于

进一步加强疫苗监管的提案》2件是重点提案，也格外

吸引群众关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省市场监管局持

续推进了一系列工作，如深入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积极推行企业登记“便利化”，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准入

门槛。同时出台了《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支持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 24 项政策措施》《河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

等政策措施，大力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做好服务的同时，省市场监管局持续优化监管

方式，不断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推动实现了“双随机、

一公开”在市场监管领域的全覆盖、常态化，监管效能

进一步提高，对市场主体的“打扰度”逐步降低。

2019年政协提案答复
满意率达100%

热点资讯

去年11月，在我省倡议下，豫晋赣鲁鄂湘6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郑州市召开“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协作会议”，共同签署《食品安
全风险预警交流合作协议》 本版图片均由鞠海生摄

省市场监管局视察食品安全“6S”规范化管理落实情况

工作人员开展食品安全抽检

我省举行有机食品宣传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