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舌尖上的安全”与老百姓生

活息息相关。

作为江西老百姓食品安全的守护者，省市场监管局责无

旁贷地扛起了主力军的担当。一直以来，省市场监管局以人

民为中心，主动作为，勇于担当，始终把食品安全作为重要民

生工程来抓，凝心聚力，织牢食品安全防护网，食品安全监管

能力和保障水平得到了提升，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以及省食安委的指导

下，省市场监管局围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饮食安全的中心任

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有效保障了全省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让群众吃得更放心、更舒心，广大老百姓感受

到了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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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严谨规范的食品安全标准，才能规
范经营行为和市场秩序，真正让消费者买得放
心、吃得安全。

省市场监管局出台并实施了《食品安全培训
管理规范》省级地方标准，上线“食安教育”APP，
每三年为一个培训周期，先期开展监管执法人员
网络培训，随后上线企业从业人员培训平台，进
一步提升食品安全培训管理水平，督促食品安全
监管人员落实监管责任，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为推进食品安全治理标准体系建立，省市
场监管局制订了全省食品安全治理标准体系框
架和明细表，联合教育、人社等部门启动制订

《互联网＋明橱亮灶建设和评价规范》《农村集
体聚餐管理规范》《制止餐饮浪费经营服务规
范》等 5 项省级地方标准。

持续开展省级治理示范创建。省市场监管局
组织第三方评价委员会、第三方满意度调查单
位，已完成对 4个设区市、29个县（市、区）人民政
府的全省食品安全治理示范城市、示范县的评价
验收工作，以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作为推动食
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抓手和平台，推动解决以往长
期没有解决的食品安全工作难题。

为强化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省市场
监管局积极落实“最严厉的处罚”。

——规范核查处置工作制度。出台《食品安

全抽检监测核查处置工作规范》地方标准，细化
抽检、稽查、日常监管的责任，明确产品控制、原
因排查、整改落实、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和风险预
警等工作要求，做好食品安全的闭环管理工作。

——严肃案件办理工作程序。按照《市场监
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要求，严格落实核查
处置工作程序，依法依规办理案件，用“最严厉的
处罚”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者行为。

——严格落实食品召回制度，及时查实不合
格和问题产品流向，有效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同
时认真分析不合格问题，从源头上查找到问题产
生的原因，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保障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保障群众幸福生活
——我省强化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纪实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
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
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在省食安委指导下，省
市场监管局联合各有关部门主动作为、齐心
协力，深化依法治理，强化社会共治，食品安
全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推动食品安全工作形成社会共识。食品
安全无小事，一盘菜、一粒米、一桌餐，牵动着
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关乎着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在完
善食品安全治理体制、落实监管职责、加强风
险防范、服务疫情防控、助推产业发展等方面
继续努力，让全社会更加深刻认识到食品安
全工作的重要性，一起推动食品安全工作迈
上新台阶。

推动食品安全工作实现多方共治。做好
食品安全工作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无论
从哪个方面讲，食品安全工作都不能有丝毫
放松。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坚持最严谨的标
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
问责，切实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和能力。
同时，也要看到食品安全的整体水平的提升，
需要各部门的齐抓共管，联合各相关部门加
强协作，形成监管合力，确保食品安全无事
故；结合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重要时期、关
键节点食品安全工作特点，落细食品安全各
项措施，强化科普宣传，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

推动食品安全工作达到全员共享。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的观念已经从“吃得饱”转
变为“吃得好”“吃得安全”。这些年，我省食品安全形势
不断好转，从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三年提升计划的实施，
到省食品安全溯源平台已正式运行，再到食品安全“你点
我检”和“你送我检”系列活动的开展，省市场监管局一系
列举措提升了食品安全工作的效能，使得人民群众满意
度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我国 14 亿多人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必须抓得紧而又紧。”只有时刻保持“紧
而又紧”的态度，完善各部门“协调有力”的机制，形成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局面，才能让食品安全的整体水平不
断提升。 （王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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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饭膏粱，维系万家。
食品安全工作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而做

好源头严防是保障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
近年来，全省市场监管部门严防食品安全源头

风险，针对餐饮具清洗消毒、旅游景区食品安全、生
产经营“三无”食品、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环境卫生，以及使用非食用物质加工制
作食品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问题开展
专项整治。

针对食品安全隐患较多的小作坊，省市场监管
局坚持管建并重，以示范创建为抓手，优化食品小作
坊发展环境，构建食品安全防线，有力推动江西食品
小作坊产业发展实现提档升级。

——政策引领。2019年1月3日，在全国率先以
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实施了《江西省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三年提升计划》。

——示范引导。2020 年出台了《江西省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集中加工区和示范点创建及考核验收
工作方案》、江西省地方标准《食品小作坊示范点建
设评价规范》（DB36T 1281-2020），有效规范创建及
考核验收工作。2020 年底，全省建成 5 个集中加工

区、366 家食品小作坊示范单位，以点带面引领和推
动全省小作坊由“小散低”向“精特美”转型升级。
2021 年继续开展示范创建工作，力争年底全省建成
1000家食品小作坊示范单位。

——以奖代补。2020年以来，省市场监
管局拨付专项资金 524 万元，通过以奖
代补的方式支持各地按照“政府扶
持、部门指导、企业经营、市场运
作”的总体思路，将食品小作坊
示范创建工作融入乡村振兴、
文明和卫生城市创建等决策
部署，有力推动食品加工小作
坊走上现代化发展新道路。

——便民服务。省市场
监管局实施“一照含证”改革，
上线食品小作坊登记信息系
统，推动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和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同时申请、
一次办结。

——指导帮扶。针对地方特色食
品，省市场监管局鼓励小作坊业主申报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省目前有
60多项食品纳入非遗项目，有13项食品纳入传统工艺
振兴计划，一批食品非遗项目及传承人获得了相应的
财政补贴。

——反对浪费。省市场监管局制定
出台了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工作方案，要求全省市场监管
系统从严落实主体责任、单位

食堂带头示范、降低学校食
堂餐饮浪费、着力减少社
会餐饮浪费、减少农村集
体聚餐浪费、制止重大活
动餐饮浪费、发挥行业
示范引领、完善节约标准
体系、强化宣传引导作用
等九个方面狠抓落实。

今年，我省将重新构
建对设区市食品安全考核

框架和方案，发挥好对设区市
考核指挥棒作用，稳步推进全省

食品安全工作。

源头严防：把好食品安全第一道关

扫一扫商品包装上的二维码，进货查验、出厂检
验、食品销售等信息一目了然。目前，江西省食品安
全溯源平台已正式运行。该平台现阶段面向全省冷
链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政府监管部门，运用信息化手
段创新监管模式，整合相关数据，打破信息孤岛，督
促指导我省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者履行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规定的进货查验制度、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等法
定义务，要求做到凡是没有检验检疫证明、没有核酸
检测报告、没有消毒证明、没有追溯信息的冷链食
品，一律不得上市销售。目前，“赣溯源”已实现与国
家平台的数据对接，并接入了国务院客户端、赣服
通、赣政通；平台注册企业已达 9561户，备案食品信
息69182条。

食品加工生产与食品安全息息相关，产业链上
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是大问题。现在，不仅冷链
食品可以开展全程可追溯系统建设，普通食品加工
企业也在提升过程控制能力，将产业链打造成安全
链。

省市场监管局完善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监管
档案，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做到不漏“一厂一点”，力
求“一户一档”。省、市、县三级联动，构建了“日常监
督检查+重点检查+飞行检查+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体系检查”特殊食品安全监督检查模式，对特殊食品
生产和检验的厂房车间、设施设备、生产工序、检验
能力进行重点检查，摸清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生产质
量管理现状，排查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查找突出问

题，采取有效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
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突出重点问题检验，

贴近民生需求，关注重点人群，聚焦大宗消费，围绕
“十大攻坚行动”、肉制品整治和“三大质量提升行
动”等工作，以问题为导向，选取了消费量大、风险等
级高、问题发现多的食品品种，以及农兽药残留、重
金属物质、非法添加物质、生物毒素等影响群众饮食
健康的食品安全标准项目，以及食品安全品质指标
项目和假、劣食品鉴定项目,开展食品检验工作。

同时，规范食品抽检程序。省市场监管局严格
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样
品采集、实验室检验、核查处置等工作程序，严谨高
效完成食品抽检任务，保障食品抽检工作质量。

过程严管：将产业链打造成安全链

目前，新技术、新原料、新品种层出不穷，一些潜在
的食品安全风险给监管带来了新挑战，做好食品安全
工作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支持。

为加大食品安全宣传力度，保障“最严格的监
管”，省市场监管局建立起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机
制，充分发挥抽检监测“侦察兵”的作用，定期组织开
展区域、部门间及系统内的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
工作，分析食品安全风险形成的原因、产生的危害和
监管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相关监管工作对策；做
好系统数据的运用工作，扩大食品安全预警交流形
式，及时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指南、风险解析。

开展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从 2019 年开
始，该局连续 3 年开展省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
动，组织技术机构对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
从加强技术指导、严格体系检查、开展飞行检查、持
续风险监测等方面，多管齐下，综合施策，督促指导
相关生产企业履行好主体责任，规范生产，强化风
险防控，提升全省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质量管
理水平。

以“学史力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为主题，在全省
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市场、进超市、进企

业”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你送我检”和“餐饮安全
你我同查”系列活动。南昌、九江、景德镇、萍乡、新
余、赣州等 11 个设区市，共组织 23 场“你送我检”活
动，共检验37项1085批次食品；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共
同对网红餐厅进行抽查，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开展了
122次“你我同查”活动，累计检查了871家网红餐厅。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参与
活动的群众达 7000 余人，监管人员达 945 人次。借
助活动宣传，进一步增强了群众食品消费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创共治。

省市场监管局按照《江西省餐饮质量安全提升
行动实施方案》部署，将 2021年作为“餐饮从业人员
培训年”，进一步完善餐饮从业人员网络培训考核

“一套题库、一套学习课程或资料库、一个培训考核
系统或平台”建设。

持续强化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治理。省市场
监管局印发专项通知，部署各地督促食用农产品批
发市场开办者建立健全和严格落实食用农产品市
场准入、不合格食用农产品退市、食品安全事故处
置等管理制度，严格入场把关，坚持“凡入必查、入
场从严”。

省市场监管部门慎终如始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结合我省实际，该局代拟《江西省冷链食品全流
程管控工作方案》并提请省食安办于今年 2月印发。
指导各地在当地防控指挥部统一领导下，与相关部
门协同配合，督促指导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者严格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强化“人
物同防”措施，加强重点场所、重点对象监管,及时组
织开展对厄瓜多尔冻南美白虾、巴西冷冻去骨牛肉、
智利樱桃、巴基斯坦大米、阿根廷牛腩等涉疫产品的
市场排查和应急处置，切实加强进口冷链食品市场
风险防控，防范新冠病毒通过进口冷链食品加工销
售渠道输入传播，全面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食品
安全监管工作，严防因为冷链食品引发新的疫情。
今年以来，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共排查相关市场主体
15.9 万户次，排查涉疫食品 77309.995 公斤（含国产
18170 公斤），下架停售、专区封存 74439.26 公斤（含
国产18170公斤）。

目前，我省已编制全省食品安全评价指数报告、
食品质量安全状况分析报告，印发我省“十三五”时
期食品安全白皮书。今年，我省还将推动建立好省、
市、县、乡四级食品安全协调机制，补短板强弱项。

风险严控：推动建立四级食品安全协调机制

标准严谨：让监管工作跑在风险前面

沈轼坚/文（图片由江西省市场监管局提供）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在超市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在超市、、药店等检查食品药品安全药店等检查食品药品安全

我省开展我省开展““你点我检你点我检””食品快检活动食品快检活动

我省“明厨亮灶”工程
取得明显成效

20212021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江西主场活动启动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江西主场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