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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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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查保”
河南在行动
郑州篇

严防严管
维稳食品安全大局
——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
“守查保”
专项行动综述

核心提示
郑州是河南省省会，是中部地区
重要的食品生产流通大市。郑州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历任书记、市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全力维
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

2 多措并举 强效监管
加强食品安全源头监管。市
生态环境局加强产地环境污染
治理；市农委建立监管、检测、执
法三位一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体系；市粮食和储备局严把
收购、储存、销售质量关；市林业
局积极进行林产品质量安全监
测和监督检查；市卫健委严格落实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
监督规范》。
深化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
分类管理。该局建立食品信用风
险评级系统，将信用风险分类结
果、风险预警监测结果应用于“双
随机、一公开”等日常监管工作中，
对不同等级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
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信用等级采取
动态管理。
开展放心食品超市创建自我承
诺活动。该局在各大超市设立食用
农产品安全检测站，向社会公示检
测结果，严格执行食品供应商资格
审核制度，引导全市食品超市主动
进行自我承诺。
提升餐饮业质量安全水平。该
局加大督促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联合市餐饮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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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率下 协调联动
自食品安全
“守查保”
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
郑州市委、
市政府坚决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按照“四
个最严”要求，以上率下，结合郑州市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要求，
严抓食品安全工作，成立了郑州市创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领导小
组和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安
全”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各区县 (市) 政
府相继成立专项行动领导机构，形成
市、
县两级政府高位推动，
各部门协调
联动的良好工作格局。
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牵头
局委，将食品安全“守查保”专项行
动、郑州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建设工作列为重点攻坚项目，党委
书记、局长、分管领导多次组织召开
工作推进会、分析研判会和调度会，
不定时进行现场督查督办，全系统闻
令而动、尽锐出战、靶向发力。

镇平县法院

召开连锁餐饮企业座谈会，对行
业标准进行培训；以郑州市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为契机，落实属地
责任，全面提升小餐饮店的食品安
全管理水平。
强化学校幼儿园食堂食品安
全监管。该局集中对各类学校食
堂开展排查，对食品、食品添加剂
和相关产品进行抽检；联合市教育
局和市卫健委协同执法，督促落实
校长陪餐制，定期组织家长参观学
校食堂，接受社会监督。在高考、
中招等重点时段，该局和市教育局
组成联合检查组，强化对各区县
(市) 学校食品安全的督导。
规范提升食品小作坊监管。该
局开展食品小作坊专项整治行动，
规范其环境卫生、
生产场所、
设施设
备、
内部管理、
人员要求、
技术操作、
生产过程、
包装销售8个方面的管理
标准，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和查处违
法违规行为的力度。
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市公
安部门设立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
队，组织专职民警开展工作。市市
场监管局、市公安局、市中级法院、
市检察院、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建立

信息互通、联合行动、案件会商等协作执
法机制，
强化
“食药-公安”
行刑衔接机制，
加大对食品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
营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浓厚氛
围。一是畅通投诉举报。实现 12315 一
号对外，24 小时在线。二是推进创建宣
传。郑州广播电视台《直通政务》栏目开
设“郑州市场监管”板块；在城乡主干道
沿线树立公益广告牌，在地铁站、公交站
牌设置创建海报。三是动员社会力量。
组织市粮油食品行业协会、食品工业协
会、奶业协会等 8 个食品行业协会，联名
发出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倡
议，推出“食安同查、郑州行动”专栏，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消费者代表等参
与基层监管执法，对检查过程进行现场
直播或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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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目标 督导落实
下一步，郑州市食品安全工作将持
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部署，以“四个最严”为根
本，以郑州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建设、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为抓
手，深入推进食品安全“守查保”专项行
动，加大明察暗访，紧盯问题整改，狠抓
督导落实，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安
全。
（郑州市政府食安办供稿）

创新履职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刘震 王崇

近年来，
镇平县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
省、
市、
县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
署，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发挥司法机关职
能作用，
助推镇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精准施策，提升审判质效。该局开
辟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实行“红章”制
度，当天立案、当天分案；依托智慧法院
和质效评估系统，实现诉讼全流程精细
化管理，压缩审理用时。
智慧法院，在线辅助办案。该局强

化智慧法院建设，实现诉讼全流程在线
流转，引导当事人在线化解矛盾纠纷，
建立常见民事类案件职能辅助审判平
台，智能化辅助法官办案。
公正司法，优化法治环境。该院依
法审慎适用民事强制措施，依法采取保
全措施，审慎适用查封、扣押、冻结、划
拨等强制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综合施策，保障合法权益。该院强

化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多元化解矛盾
纠纷方面的深度运用，快速化解涉企纠
纷，
降低企业诉讼成本。
创新方式，高效化解矛盾。该院在
全省率先启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枫桥
金 e 站”，突破时空界限，推动调解工作
全程在线化、智能化、数据化办理，创新
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新模式。
联动配合，优化司法服务。该院构
建“1227”多元解纷模式，形成“非诉纠

纷化解+分调裁审线上化”
的工作格局。
该模式由一个“诉调对接中心”，两个专
业诉前化解平台（
“金融纠纷多元化解
枫桥金 e 站”和“道交一体化平台”
），两
个专业调解工作室（
“镇平县总商会人
民调解委员会驻镇平县法院工作室”
和“镇平县金融纠纷委员会驻镇平县
法 院 工作室”
）及 7 个法庭“枫桥调解
室”构成，形成镇平县法院优化司法服
务的重要推手。

751 万元！

郑州彩民揽获超级大乐透大奖
近日，超级大乐透第 22131 期
开奖，全国开出一等奖 13 注，单注
基本奖金 723 万元。其中，我省购
彩者揽获 3 注，安阳两注，郑州一
注。
11 月 21 日上午，郑州购彩者
吴先生（化姓）来到省体彩中心领
取了属于他的幸运大奖。吴先生
的中奖彩票是一张 5+4 的复式投
注，单票奖金 751 万元。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此时此
刻这就是我的状态，真不敢相信是

真的！”一进入兑奖室，吴先生就
兴奋地说道。
“ 我关注和购买体育
彩票已经快二十年了，从大乐透
上市第一天就开始购买，期期不
落，持续到现在。刚开始是作为
娱乐消遣，每周一、三、六都想着
去 买 ，每 期 投 入 30 元 到 40 元 不
等，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虽然
坚持了这么久，可这还是第一次
中大奖，平时一般都是小奖，中过
最大的奖就是 3+2。但就是这样，
我还是很喜欢大乐透的玩法。”吴

先生笑着说。
当问起吴先生的选号技巧时，
他表示：
“ 我选号是先凭自己的直
觉，然后再根据走势图筛选，这么
多年都保持这个习惯。虽然中奖
不多，
但也乐在其中。
”
谈及奖金的使用，吴先生表示
会先还一部分房贷，剩余的钱存进
银行，
以备不时之需。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超级
大乐透千万元大奖等你来中！
（高云英）

市民前来领奖

温馨提示
除大奖外，超级大乐透现在还
有促销抽奖活动，单票满 36 元即可
参与抽取荣耀 70 手机、五菱 mini 电
动车、6 元赠票、20 元赠票、126 元赠
票等奖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