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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饭膏粱，维系万家；油盐柴米，关系大局。
中牟，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之滨，西临省会郑州、东接古都开封，是郑汴一体化的核心区域和战略支点。随着城市的发展，作为省会郑州的东部崛起新城，中牟县不断丰富旅游元素，郑州方特旅

游度假区、华谊电影小镇、“只有河南”、海昌海洋公园等相继落户，旅游产业得到蓬勃发展。2019年1至10月份，中牟县接待游客1396.54万人次，收入261859.76万元；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新认定“三品一标”农产品28个、基地1.05万亩。2019年，中牟县被评为“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中牟县始终坚持“严”字当头，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一以贯之“农田到餐桌”全过程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更加注重
食品安全监管统一性和专业性，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完善法规标准、加强监管执法、打击违法犯罪、创新监管方式，坚决守护好全县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基本形成了社会共治良好格局。该县
连续三年被郑州市评为“食品安全工作先进单位”；2019年被评为“河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县”。

农产品源头治理，保障中原人民“菜篮子”2

1 书记、县长双“挂帅”，三级联动严防共治

近年来，中牟县充分发挥省会郑州近

郊县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绿

博园、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华谊电影小

镇、雁鸣湖等一批知名景区景点，以其独特

的魅力吸引了八方游客慕名而至；还有河

南·戏之国、海昌海洋公园等一批在国内外

有影响力的旅游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此

外，近年来，中牟县依托当地资源和特色产

业，连续举办了一系列的特色旅游节会：西

瓜节、桃花节、槐花节、大闸蟹美食节，知名

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得到提升，吸引了

大批游客来到中牟观光游玩、品尝美食。据

统计，仅在2019年1~10月间，中牟县共接

待游客1396.54万人次，收入261859.76万

元。那么中牟县是如何严把餐饮食品安全

关，保证大批游客的餐饮安全呢？中牟县

将辖区内景区作为重点整治区域，在日常

监督检查工作稳步推进的同时，结合重大

活动和重大节假日开展的食品安全专项整

治工作，集中对旅游景区及周边区域食品

经营单位进行全面检查。特别是在法定节

假日期间，重点加强对旅游景区食品安全

的防控，落实旅游高峰期值班制度，由该县

市场监管局领导带队，对重点区域、重点环

节、重点品种进行安全动态检查，排查安全

隐患，及时应急处置，让游客切实感受到

“全县域保障”的力量，让大批游客在中牟

县的景区景点内玩得开心、吃得放心。

全力守护群众“舌尖安全”
——中牟县成功创建农产品、食品“双安”示范县侧记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孟慧斌张恒献文/图

自2017年被河南省纳入省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和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的“双

安双创”试点以来，中牟县将全面加强食品

安全“双安双创”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

政治任务来抓，把保障食品安全摆在了更

加突出的位置，县委书记、县长“双挂帅”组

成县区级最高规格领导小组工作架构，食

品安全工作进入常态化、长效化实施攻坚

期，县、乡、村三级食品监管体系应声而立，

食品安全“双安双创”工作专项实施方案、

年度重点工作部署、目标任务分级细化下

达，工作责任层层分解落实。食品安全工

作全面纳入党委、政府年度综合目标考

核，所占比重达到3%，并作为领导干部综

合考评依据，落实食品安全“一票否决”。

该县以食品安全“双安双创”活动为

载体，落实基层政府属地责任，县域14个

乡镇（街道）全部成立食安委、设立食安

办，实行食品安全“一把手负责制”。发挥

食安办“组织协调”作用，及时修订完善食

品安全风险会商、案件线索移送、监管信

息通报等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全县各食

安委成员单位沟通、交流、协作、配合。记

者了解到，为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由该县

食安委牵头，先后修订了《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防范

应对规程》，成立了食品药品安全应急专

家库和食品药品安全应急队伍，自2016

年以来，每年均举办食品安全应急演练。

2018年11月顺利举办市级食品安全突

发事件Ⅳ食品安全应急演练，增强了应对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尤其是食品药品安全

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特别是2018年以

来，该县食安委先后组织了由县农委、市

场监管局、公安局、卫健委等多个部门联

合开展的农产品专项整治、屠宰企业治

理、餐消企业检查等专项联合执法30多

次，最大限度发挥部门执法效能，可谓是

联动“1+N”，“一整套机制踏到实”，群众

真真切切看得到。

全面建立了“食品安全一站三员”体

系，夯实食品安全基层网格化管理责任，

深化食品安全宣传教育。以村（居）为单

元，县域274个行政村（居民委员会）全部

设立食品安全工作站，打通食品安全监管

“神经末梢”。据统计，全县共聘请了299

名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员、43名食品药品

安全协管员、56名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

将信息员每人每月200元补贴、社会监督

员每人每月100元补贴纳入县财政预算

予以保障，强化了在食品安全隐患排查、

信息上报、协助执法和宣传教育等方面的

属地责任，推动社会共治，夯实基层食品

安全的基础，可谓是“一个体系沉到底”，

打通了“神经末梢”，确保了全县“最后一

公里”的食品安全。

位于中牟县境内的万邦农产品物流

园区，占地5000亩，拥有固定商户6000

多家。仅2018年，万邦农产品物流园各

类农副产品交易额达920亿元，交易量

1750万吨，实现农产品“买全球、卖全

国”。由于万邦农产品物流园区辐射范

围广、交易量大，该市场每天交易的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着全省乃至全

国百姓的餐桌安全。近年来，中牟县在

支持万邦农产品物流园大力发展的同

时，也一直将该物流园作为重点监管对

象，督促其积极履行市场开办方主体责

任。在该县市场监管局指导下，万邦农

产品物流园建立了各项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并积极贯彻执行，成立了食品安全

管理办公室，每年与入场销售者签订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书》。严把

进场关，对进入市场销售的商户经营资

质和销售产品的进货来源、合格证明文

件进行查验。该园区设立的农产品质

量检测中心，是郑州市农产品批发市场

自检体系先进单位，有专业检测人员10

人和辅助抽检人员36人，对进场的农产

品做到了批批检验。该园区还建立了

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机制，针对

突发的不合格产品及紧急情况，按照既

定方案，立即启动，确保措施及时有力，

做到“食品安全无小事，处理得当保平

安”。

中牟县市场监管局重点围绕企业进

行监督管理，针对执行食品安全自查、进

货查验、下架退市、问题食品召回、从业

人员管理等各方面工作，进一步压实集

中交易市场主办方的责任，建立完善市

场主体准入、食品进销货台账登记管理、

供应商资质备案、经营者进货查验、不合

格食品退市、食品安全员等制度，鼓励和

推动企业自觉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先行先试、示范引领，打造3条餐饮食品

安全示范街、62家餐饮示范店、15家食

品安全管理示范单位，以及21家食品小

作坊示范单位。

同时，运用“食证通”“豫食考核”

APP促进企业开展从业人员培训，确保

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主要从业人员每人每年接受集中培训时

间不少于40小时。通过开展食品安全

管理“大整顿大提升”百日行动，以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小经营店、小餐饮店、

早餐店、夜市、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为

重点业态，以原材料采购贮存、生产加

工、消毒保洁、环境卫生、三防设施、人员

应知应会等为关键环节，实施部门联动、

帮扶指导、严格奖惩、强化宣传等举措，

加快“6S”标准化管理建设，全面提升各

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标准化和规范化

水平，切实让群众感受到了“全方位提

升”的变化。

为不断提升监管水平，中牟县还成

立了县级食品安全专家库，从该县食品

安全监管部门、食品科研机构、食品检验

机构、大中专院校等相关单位聘任食品

安全、临床医学、疾控等专家11人，对全

县食品安全发展战略、规划以及与食品

安全有关的政策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研究

评估，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研判，参与食品

安全科普宣传、交易培训、学术交流，为预

防和处置食品安全事件提供咨询服务和

指导，有效促进了监管队伍监管水平的提

升。

中牟县春峰果蔬合作社成立于2005

年，2006年注册了“春峰”牌商标，2012

年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该合作社

是河南省首家拿到草莓绿色食品证书的

合作社，2016年10月“春峰”牌草莓被评

为“全国名牌农产品”。合作社本着“民

建、民管、民受益”的办社原则，始终以“思

路确定出路”为指导，以“低购进、高售出、

搞好生产服务”为工作主线来发展，经过

这些年的发展，草莓生产基地有2600亩，

大棚1787座，带动全县新种植草莓1.5万

余亩，亩均纯收入2.5万多元，使得草莓成

为中牟农民增收的一项新兴产业，并成为

全国十大草莓生产基地之一。那么如何

确保草莓等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呢？为此，

中牟县广泛开展宣传，普及安全施用农药

知识；与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超市等生产流通企业签订《农产品

质量安全责任书》及《承诺书》，进行公开

承诺；深入开展禁限用农药等违法行为综

合执法检查，建立认证产品动态管理制

度；加强追溯网点建设，对已建成的63个

追溯网点进行督查和指导；督促生产企

业、经销单位的农药产品进入市场销售必

须备案，加强对农药流动的监管；并将各

大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全部纳

入质量安全监测范围，开展轮回抽样检

测，使中牟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得到了

大幅度提高。

为全面强化农业投入品管理，严格限

制高毒农药的使用和抗生素的滥用，据统

计，自2018年以来，中牟县累计开展农资

市场集中整顿48次，排查农资经营户600

多家次。

在全面强化农畜产品产地和市场准

入方面，该县切实加大农畜产品日常监督

抽检和风险监测抽检力度，利用固定检测

室、监管站和流动检测车将各种植基地、

养殖基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农畜产

品全部纳入质量安全监测范围。2018年

以来，全县各监管部门抽检蔬菜、水果和

水产品样品超过14万批次（速测），合格

率达99%以上；申报检疫生猪3.52万头、

疫禽1009万羽，检疫率全部达100%；抽

检“瘦肉精”尿样1193头份，监测结果全

部为阴性；完成食品实验室检测4224批

次，抽检结果全部通过电视台、微信公众

号等渠道向社会公开。

为强化和提升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小经营店、小摊点的规范化管理，该县采

取有力举措，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进行

提升改造。开展了小作坊示范观摩活动，

鼓励改善环境、提升品质、保障安全、打造

品牌，确保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不断向

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向推进。目前，在该

县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该县的“五味酱

坊”等52家传统食品小作坊已全部完成

了升级改造，酱菜、豆酱等传统食品开始

焕发出新时代的生机和活力。

监管工作不断促进了全县食品的产

业升级发展，群众也切身看到了监管工作

取得的成效，为监管工作赢得了赞誉。

餐饮安全全域保障，让游客吃得放心3

近年来，中牟县不断投入资金，建

设信息化监管平台和监管体系，有效提

高了食品安全工作的监管水平。

学校食堂师生的餐饮安全，关系到

千家万户的幸福。中牟县共有在校师

生18万人，为保障全县师生的餐饮安

全，该县着力打造“五位一体”的校园

食品安全监管保障体系。在监管上，

始终坚持标本兼治、强化治本之策，落

实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实

行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通过建设

“互联网+明厨亮灶”、安装油水分离

器、设立自检室、建立学校食品电子追

溯系统以及推动学校参与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等5大举措，最大限度保障了

广大师生的饮食健康。截至目前，全

县177家学校（幼儿园）“互联网+明厨

亮灶”的改造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2018年下半年，该县创新性地探索推

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鼓励

以学校食堂为试点，参与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目前已有36个学校参保。一

系列举措的落地实施，有力地保证了全

县在校师生的餐饮安全，让家长和群众

更加放心。

在智慧监管体系建设方面 ，该县

依托政务云和电子政务外网网络体

系，建成覆盖全县域跨区域、跨行业、

跨部门的食品药品安全数据中心及安

全监管信息化平台，实现了与河南省

食药安全监管业务平台的互联互通。

利用监管大屏系统就可以实现应急指

挥、视频会议、网格化监管指挥、行政

执法信息、餐饮服务“明厨亮灶”监控

“五合一”，把食品药品监管对象信息

化，利用GPS定位和电子地图，对监管

对象实行“网格化”监管和远程视频监

控，基本实现对行政执法人员、监管对

象、监管产品的实时动态监管。此外，

该县还建成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监控指挥中心、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体系监控指挥中心和63个农产品

追溯网点，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等主要场所大力推进集电子结算和

追溯功能于一体的市场信息化系统建

设。目前，万邦农产品物流城、自由街

农贸市场及广惠街农贸市场的电子结

算平台和追溯体系建设初具成效，自

由街、广惠街农贸市场135家商户全

部入驻“溯本通”追溯管理系统。信息

化体系建设，有效提高了全县食品安

全的监管水平。

在宣传上，中牟县市场监管局着力

打造食品安全立体宣传体系，宣传“六

进”接民情。先后举办200多场次的保

食品安全宣传活动，确保宣传活动进机

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

单位。并借助联通、移动、电信等平台

发送公益短信300余万条，在全县主干

道、社区广场等重要地段设置大幅宣传

喷绘百余块。通过春节对联、宣传海

报、餐饮桌牌、手提布袋、食品安全知识

读本等宣传载体，通过食品安全承诺签

名、查扣假劣物品展示及集中销毁、食

品安全知识竞赛、农产品“你点我检”等

一系列主题活动，以及依托食品安全宣

传周、春节和3·15专场等节点，确保食

品安全宣传工作走进群众、贴近群众。

此外，还先后开设了“牟食药苑”微信公

众号，举办食品安全工作新闻发布会，

推进“食品安全宣传站”建设。持续通

过多种渠道回应群众关心关注热点、难

点问题，切实提升群众对食品安全的认

知度、参与度，营造了“食品安全，人人

有责，食安创建，人人参与”的浓厚氛

围。

在上级监管部门和县委、县政府的

支持下，通过近年来的持续努力，中牟

县农产品质量得到持续提升，食品安全

监管工作成效突出，为全县经济社会稳

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打造出了一个

省会近郊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

全“双安”县的示范样板，赢得了群众赞

誉。

监管体系信息化，推动食安工作再上新台阶4
草苺大丰收，农民喜洋洋

方特餐饮街的明厨亮灶，让游客吃得放心

做到了注重隐患排查“保底线”，

查办案件“守红线”。随着《食品安全

隐患排查工作方案》《食品安全风险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制度》等一系列文件

在全县的制发执行，该县市场监管局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重点解

决，针对社会关注度高的食品安全问

题进行定期排查，扎实做到了预防与

监管“双管齐下”。据统计，全县先后

开展了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治

理、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等专项整治逾

60次；开展食用农产品种养、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检查超过1万家次，对在

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行为下达

责令改正通知书或者立案处罚，坚决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遏制食品安全事

件发生。此外，在县食安委主导下，该

县还建立了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联席会议制度，成立县级食

品药品安全专家库、食品药品案件侦

查大队，深入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行为，确保违法案件查处率100%。两

年来，全县共立案360余起、结案340

余起，罚没金额260余万元，向公安机

关移送20余起，极大地震慑了食品安

全违法犯罪行为。

中牟县委书记潘开名（左三）、常务副县长任程伟（左一）在督导春节前夕食品安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