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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田宜龙 范坤鹏 周新芳

税收惠企利民，服务“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洛阳税务系统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以党建高质量发展为
引领，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为引擎，坚
持创新引领发展、改革激发动力，持续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较好地发挥了税收在国家治理中
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为服
务洛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
保障。今年 6月，洛阳市政府给予国
家税务总局洛阳市税务局（以下简称
“洛阳市税务局”）记集体二等功。

“抓好党务”奋进新征程

逐梦前行，首在把舵导航；攻坚克
难，更需引领力量。

近年来，洛阳税务部门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推动党中央国
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在洛阳税务系统落
地见效。在落实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中，实行党委负责制，抓好党
建业务融合，着力推动重点难点问题
的解决。充分发挥 201个党支部战斗
堡垒作用和 2000 余名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让党的旗帜在减税降费一线高
高飘扬。

加强政治建设。洛阳市税务局党
委第一时间学习传达贯彻上级决策部
署，做到政令畅通，推进税收工作高质
量发展，确保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走
样。教育引导全系统党员、干部深刻认
识税务机关第一身份是政治机关，第一
属性是政治属性，第一要求是旗帜鲜明
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

强化理论学习。洛阳市税务局党
委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严格落实党委
会议“第一议题”制度，通过党支部集
中政治学习、主题党日活动、参观红色
教育基地等形式，打造学习阵地；成立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 71个，打造“习语
润青”青年理论学习品牌。

厚植组织优势。洛阳市税务局党

委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工
作导向，争创政治功能强、支部班子强、
党员队伍强、作用发挥强的“四强”党支
部，扎实推进全系统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工作。高质量构建“纵合横通强党建”
新格局，叫响了“河洛税苑党旗红”党建
工作品牌。洛阳市税务局机关党委被
市委表彰为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3个
党支部被市直工委评为“五星级党支
部”，14个党支部被省局评为“百佳党
支部”，43个基层党组织被地方党委评
为“先进党组织”“五星党支部”。

“干好税务”开拓新局面

“去年，税务部门仅用一天时间就
为我们办理了 9900 多万元的留抵退
税，今年 4月，按照最新的退税政策又
给我们退了 300多万元的真金白银，
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动力！”洛阳栾川钼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税收一头连着国家，一头连着百
姓。

落实减税降费，支撑作用更强。
十年来，洛阳市税务局充分发挥税收
调节经济职能，共为各类市场主体办
理各项税收减免839.8亿元，办理出口
退税 136.8亿元。今年前 8个月，办理
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超 120
亿元，在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积极组织收入，保障能力更强。
随着形势变化，税务部门职责由“税主
费辅”逐步转变为“税费并重”。十年
来，洛阳市税务系统发挥组织税费收
入 职 能 作 用 ，累 计 组 织 各 项 收 入
5102.2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4184.4 亿
元，社保费、非税和其他收入 917.8 亿
元，为洛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
财力保障。

优化理念措施，服务质效更优。
推行执法公开、全程记录、法制审核三
项制度，不断提升执法质量，防止粗放
式、选择性执法等问题。推行“首违不
罚”清单制度以及“说理式执法”，让执
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拓展“非接触
式”办税范围，持续推进“网上办”“掌
上办”，95%涉税业务均能在电子税务
局上办理。搭建远程问办一体办税平
台，满足纳税人在移动端“能办、能查、
能问、能学”的需求，“问办中心”座席
达到 125人，“问办合一”平台可办理
业务60项，已办结业务1.8万余笔。

“带好队伍”展现新气象

范高淑是洛阳税务系统的一名青
年干部，2015 年进入税务系统后，先
后取得税务师和中级会计师资格证，
在全省税务系统练兵比武中，在多个
岗位荣获前三名。今年被评选为“新
时代洛阳税务之星”。

这是洛阳税务部门关心关爱干

部，培养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干部队
伍的一个缩影。

优化调整干部队伍。注重守正创
新，着力提高班子和队伍建设质量，通
过干部选任和职级晋升等方式优化干
部结构、激发队伍活力。通过干部选
拔调整，选出了方向，调出了干劲，在
系统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干
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激
发。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入探索思
想政治工作新思路、新方法，制定印发
《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试

行）》，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经常
性、基础性工作来抓，明确了党委、党
委书记等 5个层级和党建、人事、纪检
等6个部门共计37项责任清单。推行

“每人必联、每事必访、每月必析、每季
必谈、每年必评”的“五每工作法”，构
建了“人人都是思想政治工作主体”的
格局。

选树正面先进典型。在全市税务
系统开展“争做新时代焦裕禄精神的
传承人”——新时代洛阳税务之星选
树学做活动，在全系统选树了 100名
可见可信、可学可做、公认度高的先进
个人和先进集体，进一步发扬了新时
代税务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不
断提升干部业务水平，连续 10年开展

“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活动，目前
全市税务系统取得“三师”证书（注册
会计师、税务师、律师）达246人次。

河洛大地，税星争辉。国家税务
总局洛阳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陈
华民表示，下一步，洛阳市局在省局党
委的正确领导下，将以党建高质量引
领铸魂，以税收征管改革提质增效，以
能力作风建设夯基固本，全力服务好
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为“建强副中心、
形成增长极、重振洛阳辉煌”贡献税务
力量，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本栏图片由洛阳市税务局提供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税务局

发挥职能作用 服务洛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王雪娜 陈翔

“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
其命。”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
大问题。

今年以来，洛阳市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食品安全工
作部署，扎实做好从农田到餐桌食品
安全“全过程”监管，部署开展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和食品
安全“守查保”专项行动，牢牢守住食
品安全底线，食品安全形势稳中向好。

截至目前，洛阳已实现全域创建
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区）和省级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区），省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区数量居全省首位，省级食品
安全示范县区数量居全省第二位。自
2019年以来，洛阳市食品安全群众满
意度实现3年连续攀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协管员”网格化监管
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9 月 16 日上午 10 时，丹尼斯超
市里，店员正忙着给货架上新。此时，
洛阳市西工区邙岭路街道石油路社区
食品安全协管员董志辉已开始了一天
的工作。

检查、抓漏、记录、上报……是董
志辉网格管理的工作内容，场所码、消
防标识、安全通道，产品生产日期、价
格标识、票据齐全等是巡查检查的基
础项。

“中秋刚过，马上又是国庆节，食
品安全不能大意。”在甜品区，董志辉
拿起架子上的面包，边仔细察看包装
标识，边叮嘱店员，“即食商品保质期
很短，过期一定得及时下架。”

对于协管员“不打招呼”式的上门巡
检，店员已习以为常，“说是来‘挑毛病’，
但我们少出错，顾客也能吃得更放心。”

“按工作计划每天外出巡查只是
第一步，后续的监督整改也十分重
要。”洛阳市西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
管人员叶林杰说，“以西工为例，现有

65名协管员，协管员会定时上报巡检
情况，我们先在线上进行整改督促，反
复整改、验收，直到整改合格。”

叶林杰说，除了巡查监管，协管员
们还担当着“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员”的
角色。在洛阳，遍布在社区的协管员

“小网格”，每天穿梭在商超、饭店，大
街小巷，兜起食品安全“大幸福”。

食品安全事关民生福祉。近年
来，洛阳持续关注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连续把食品安全纳入民生实事，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强化食品安全风
险管控，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努力
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去年起，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监管体系，探索建
立食品安全“吹哨人”制度，探索推行

“协管员”网格化监管，加大协管员队
伍建设，夯实市场网格化监管“前哨力
量”，构建食品安全“政府主导、部门监
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四位一体共
治格局，筑牢市场食品安全前沿防线。

精心织密市场监管的“网”，精准
管好群众口中的“食”。截至目前，洛
阳市 3221 个行政村（社区）全部配备
食品安全协管员，“基层吹哨、部门响
应”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互联网+”智慧监管
数字赋能保障食品安全

货主报备、查验登记、车辆消杀、
卸货消杀、核酸采样、覆膜暂存、赋码
出仓……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进口冷
链食品入洛啥流程？洛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给出答案：进口冷链食品全部
纳入“豫冷链”系统监管，从进仓到允
许出仓，要经过七道“关口”。

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
安全监管科科长李江霖介绍，首营企
业必须运用“豫冷链”系统上传核酸检
测证明、产品信息等，完成提前报备、
生成“豫冷链”追溯码。非首营企业

“豫冷链”系统扫码入库、扫码销售。
“消费者可通过‘豫冷链’查询进

口冷链食品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核酸检测证明、消毒证明及流向信息，
放心购买进口冷链食品。”李江霖说。

据悉，目前，洛阳市现有第三方冷库
23家，备案率和公示率均达到100%，“豫
冷链”系统注册企业1102家。今年上半
年全市检查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8168家次，严把冷链食品“入门关”。

在落实省委、省政府，洛阳市委、
市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的基础上，洛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拓创新，打造市
场监管“智慧利剑”，推进食品安全综
合治理能力现代化。

今年以来，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开展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
安全”专项行动，聚焦网络订餐、生鲜
配送、校园食品安全、农村集体聚餐等
八类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

智慧监管多点开花，建立完善“从
农田到餐桌”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机制，
在城市区和县（市）分别打造“15分钟
监管圈”与“30分钟监管圈”。

探索“互联网+”智慧监管长效监
管模式，洛龙区、孟津区等县区建设“食
品安全智慧监管云中心”，实现对辖区
主要餐饮单位 24小时在线监控、远程
监管。推行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
瀍河区以通河农贸市场为试点建设信
息化追溯系统，全省同行业领先。

大力推进食品企业“6S”规范化建
设，全面实行“明厨亮灶”管理，建成24
条示范街区、2857家示范店、33962家

“透明厨房”；出台洛阳传统名吃烹饪
技艺（牛肉汤、羊肉汤、新安烫面角、洛
宁酸牛肉）地方标准，规范助力特色名
吃传承发展。

“千里眼”动态监管
实现食药全流程可追溯

“天气变冷了，买一些家庭常备
药，可以在咱零售药店购买吗？”在洛
阳市洛龙区百家好一生政和路店门
口，市民季女士正在和药店店员李方
方询问药品购买流程。

“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素属于

‘四类药品’，购买药品需遵守相关规
定，进行实名登记并出具 48小时核酸
阴性证明。”药店店员李方方对季女士
说，“您购买的复方感冒灵颗粒属于

‘四类药品’，需要扫码登记实名信息、
详细住址，希望您理解。”

“药店药品监管追溯系统是洛阳
市一体化疫情防控平台的模块之一。”
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洛阳市 2623 家药店已注册
登录该系统，在全省率先完成全覆盖
远程监控和追溯平台入驻任务，实时
报送四类药品的销售信息，疫情防控
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该系统
实时掌握四类药品的销售情况。

“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洛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吉建
宾表示，洛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格
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深入实施食品
安全放心工程，推进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建设。下一步，还将扎实开展食品
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持续深
化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
专项行动，积极推进“互联网+智慧监
管”建设，让群众获得感、满足感、幸福
感与日俱增。

执法人员保障中秋节食品安全。陈翔 摄

食品安全协管员为社区群众提
供宣传咨询服务。陈翔 摄

检验人员在食品快检车上对食
品进行快速检测。陈翔 摄

洛龙区食品安全智慧
监管中心。陈翔 摄

开展“争做新时代焦裕禄精神的传承人”——新时代洛阳税务之星选树学做活动。

洛阳税务人员辅导宣传税收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