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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多部门联合

对全市食药安全工作进行“大体检”
本报讯（记者 吴青朋 通讯员 梁
耀）6 月 5 日至 7 日，市食药安办组织
市农业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工商
局等部门工作人员组成 3 个督查组，
对 6 县市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
督查组重点对各地贯彻落实
2018 年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暨全市
“双安双创”
工作会
议精神、我市 2018 年治理“餐桌污染”
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方案、市餐
饮业质量安全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等情况和开展食品、保
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和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创建（
“双安双创”
）、2018 年中考
和端午节期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集
体聚餐监管、村级卫生室药品管理等
工作完成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
督查组充分肯定各地加强食品药
品安全监管上取得的成绩，认为各县
市区党委政府将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作
为政治任务、民生工程抓在手上，及时
召开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和食品
药品安委全会等会议研究部署食品药
品安全工作；各相关监管部门印发了
年度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重点工作计划
和
“双安双创”及治理
“餐桌污染”建设
“食品放心工程”等工作方案并扎实推
进，在完善
“一书四员”
监管制度、示范
创建、日常监管、专项整治等方面取得
较好成效。
督查组同时发现，
一些地方也存在
乡镇、
村（社区）相关人员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认识不够高，
基层监管人员招录和
乡镇食品药品监管所所长配备到位率
不高，
农贸市场规范化建设不平衡，
“双

我市抽检
端午节节令食品

市民可放心购买

安双创”氛围不浓，基层食品分类分级
欠规范，
个别学校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
够，
部分村卫生室无药品冷藏设施或未
按规定储藏等方面的问题。
督查组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和不足，举一反
三强化自查整改，确保全年各项目标
任务全面完成，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
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底线。要严格落
实学校（幼儿园）食品药品安全主体责
任、监管责任，严格落实量化分级、索
票索证、应急预案等各项管理制度，
加
在硬件设施设备投入，确保符合规定
条件经营。要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强化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严防食
物中毒事故或群体性食品药品安全事
件 发 生 ，切 实 保 障 师 生 饮 食 用 药 安

全。要加强部门联运和行刑衔接，保
持高压态势，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
办理有影响力的大案要案，形成严查
严打震慑力，确保公众饮食用药安全
与社会和谐稳定。要加大科普宣传力
度，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六进”活
动，通过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
式普及食品药品科学知识，切实提升
群众满意率。要加大对从业人员教育
培训力度，切实增强依法、诚信生产经
营意识。
据悉，此次督查活动共检查学校
（幼儿园）食堂 12 家、食品生产经营
（餐饮服务）单位 12 家、农贸市场 4
家，食用农产品种植和水产品、生猪养
殖单位 12 个，村级卫生室 6 个，乡镇
食品药品监管所 6 个。

《2018 年咸宁市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方案》出台

我市建立食品药品信用长效机制
记者 吴青朋 通讯员 廖春旭
近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
台《2018 年咸宁市食品药品安全信用
体系建设方案》，构建“三个体系”，建
设食品药品信用长效机制。

入、
谁抽验谁录入、
谁处罚谁录入、
谁奖
励谁录入”
的原则，
在信息产生之后7个
工作日内，
录入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信息
数据库，
“一户一档”
建立信用档案，
保
障信用信息归集客观真实、
完整准确。
建立健全信用分类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信用档案管理体系
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
整合现有信
息化资源，
开发信用信息管理软件，
配
置相关硬件，
建设信用信息归集管理系
统和全市统一的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信
息数据库，
为信用信息公开及实现信息
互联互通、
交换共享提供技术支撑。
依据食品药品法律法规的规定，
遵
循
“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
的原则，
建立全
市统一的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信息目录。
明确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信息应当依法采
集食品药品行政许可、
监督检查、
检验抽
验、
行政处罚和表彰、
奖励等信息。
在行政许可时要求许可申请人对
其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按规定
格式提交《湖北省食品药品安全信用
承诺书》，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依法
惩戒违法失信行为，
今年已提交《承诺
书》435 份。
遵循
“谁许可谁录入、谁检查谁录

按照依法、科学、合理的原则，统
一评定标准，规范评定程序，开展评定
活动，
实施信用分类管理，
建立健全食
品药品安全信用分类管理体系。
制定《咸宁市食品药品安全信用
等级评定管理办法（试行）》，统一全市
食品药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将
生产经营者的信用等级分为：守信（A
级）、基本守信（B 级）、失信（C 级）、严
重失信（D 级）四级，为实现信用等级
评定信息化、智能化提供基本遵循。
将生产经营者的信用等级信息作
为行政许可、广告审批、日常监管、监
督抽验等行政管理措施的重要参考。
对守信者，在行政许可时开辟优先办
理
“绿色通道”
。对于有不良信用记录
的，视情节严重程度，
增加许可核查力
度，暂停或者不予审批，或列入日常监
管重点对象，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增加
监督抽验频次。

建立健全联合奖惩与协同共治体系
通过加强信用信息公开，以及信
息交换与共享等途径，建立健全联合
奖惩机制，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联合奖
惩效应，建立健全联合奖惩与协同共
治体系。
根据咸宁市《关于对失信被执行
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要求，
明确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实施跨部门联
合奖惩的对象、方式、措施和实施主
体，对于守法诚信者，在法律法规允许
的范围内，采取优先推荐其参与政府
及有关部门、行业组织的重点项目申
报、竞标、贷款融资、享受政府补贴和
评优评奖等措施；对于有严重违法失
信行为者，实施联合惩戒。
根据《湖北省食品药品安全联合奖
惩案例审核、
公布与推送工作规程》，
规
范联合奖惩范围案例的审核、公布、推
送工作主体，规范工作流程，确保联合
奖惩信息公布、
推送的实效性。
健全完善信用信息公开机制，
及时
向社会公开食品药品安全信用评价等
级、失信行为、守法诚信经营和奖惩情
况等信息，
依法依规确定公开期限。将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信息作为信息公开
的重要内容，
依法及时进行公开。

本 报 讯（记 者 吴 青 朋
通讯员 欧阳章宏）近日，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端
午节节令食品专项抽检，抽
检糕点和蛋制品食品 19 批
次，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19 批 次 ，检 测 结 果 全 部 合
格，市民可以放心购买。
此次抽查的品种主要是
糕点和蛋制品，
糕点检验项目
包括酸价、
过氧化值、
铅、
富马
酸二甲酯、
苏丹红I-IV、
苯甲
酸及其钠盐、山梨酸及其钾
盐、糖精钠、甜蜜素、安赛蜜、
铝的残留量、丙酸及其钠盐、
钙盐、脱氢乙酸及其钠盐、纳
他霉素、三氯蔗糖、防腐剂各
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
例之和、
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
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
霉菌。蛋制品检验项目包括
铅、
镉、
苯甲酸及其钠盐、
山梨
酸及其钾盐、
苏丹红I-IV、
菌
落总数、
大肠菌群。

市法制办一行

调研“三小”
立法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江茜）
6 月 12 日，市政府法制办相
关负责人一行三人到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调研我市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小
摊贩的立法工作进展情况。
今年，
《咸宁市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小餐饮食品摊贩安全
管理办法》列入市政府 2018
年立法计划。在听取当前立
法工作进展后，
市政府法制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立法过程
中要严格做到依法立法，
防止
出现超越地方立法权限的情
况，必须准确领会上位法原
意，严格遵循相关规定，不可
为了地方行政管理工作的实
际需要而设定超出法定权限
的条款。立法要体现市情。
结合我市
“三小”
发展现状，
以
立法带动
“三小”
升级改造，
既
保护地方特色小吃做强做大，
又带动我市食品经济发展。
立法要满足民情。地方立法
应民主立法，
广泛听取社会各
方的意见，
在立法过程中集中
民智体现民意，
在立法中走群
众路线，
让立法为群众代言。
下一步，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将在市法制办的指
导下，集中人力智力资源，加
快进度，依法依程序做好立
法草案起草上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