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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婧）“四城联
创”工作进入攻坚阶段以来，我
市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积极
行动，聚焦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充分发扬不怕吃苦、连续奋
战的奉献精神，集中力量进行攻
坚。连日来，由市市场监管局领
导班子成员带队的 8 支督导组，
采取分区督导与专项督导相结合
的形式，分别对“两小门店”专
项治理、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及废
品收购站 （点） 环境治理等创建
工作开展连续督导，强力推进整
改落实。

今年“四城联创”工作开展
以来，为加强对“四城联创”工
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市市场监管
系统承担的“四城联创”工作任
务落实到位，市市场监管局成立
了“四城联创”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组、废品
收购站环境治理组、商场超市文
明创建组、食品行业治理组，分
别负责协调城区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工作，废品收购站 （点） 环境
治理工作，城区大型商场超市文
明创建工作，小餐饮店、小食品

店、小药店、商场超市、食品生
产企业达标工作。

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积
极行动，对城区的农贸 （集贸）
市场持续开展集中整治，对废品
收购站 （点） 开展环境治理，推
进商场超市文明创建工作，推进
食品行业治理工作。“四城联创”
工作进入攻坚阶段以来，市、区
两级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强化问
题导向，聚焦问题抓整改，夜以
继日，攻坚克难。

为全力推动“四城联创”各
项工作任务落实，市市场监管局
派出 8 支督导组，由班子成员带
队，重点围绕千分考核表、市

“四城联创”指挥部交办问题以及
创建专家反馈事项，对农贸市场环
境卫生、四项公示、“两小门店”
三防设施、证照公示、索证索票等
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督导，逐一对
照创建标准，发现问题，现场传
达，研究解决方案，提出整改要
求，要求限期整改到位。

在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方面，
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按照

“一场一策”的工作方法，继续推

进《焦作市城区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工作问题清单》 的销号落实。
同时，继续推进城区农贸市场对
标达标，围绕创建标准，紧盯细
节抓落实。9月2至6日，市市场
监管局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组分两
组对城区 19 家农贸市场开展督
导，重点了解问题清单整改情况
和未完成项目的相关推进情况，
查看重点部位的升级改造工作进
展情况，现场交办督导工作中发
现的问题，并限期整改，全力推
进创建措施落实到位。

在“两小门店”专项治理方
面，持续强化专项治理。解放区
市场监管局分别在金土地农产品
市场、月季农贸市场、中州集贸
市场召开现场会，集中力量对农
贸市场进行攻坚整改，进一步加
大执法力度，对黑榜门店和各级
督导发现的问题开展“回头看”，
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达标的全部
关停，整改达标一家开业一家；
山阳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农贸市场
负责人开展专项培训，学习新标
准，建立夜市专职保洁员台账，
依法取缔不达标或拒不整改的夜

市；中站区市场监管局着力抓
“两小门店”的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对不达标门店进行关停；马
村区市场监管局重点抓“两小门
店”的升级改造，建立工作人员
包路段包门店、相关领导分组督
导工作机制，结合执法力量不足
的实际，实行错峰监督检查，6
时至 9 时重点检查早餐店和农贸
市场，10 时 30 分至 12 时 30 分重
点检查供应午餐饭店，17时30分
至21时，重点检查夜市和供应晚
餐的饭店；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市场监管部门紧盯问题整改，对
辖区内“两小门店”进行再督
导，重点检查三防设施、证照公
示、索证索票、死角卫生等方面
的情况，全面进行对标达标。

在废品收购站 （点） 环境治
理方面，继续加大整治力度，进

行再排查、再整治，确保发现一
处清理整治一处。为巩固好前期
整治成果，对已取缔的废品收购
站（点）开展“回头看”，杜绝反
弹。同时，对保留和整改提升的
废品收购站 （点） 着力抓巩固提
升，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督促
其建立健全病媒生物防制、卫生
保洁、消防安全以及日常管理等
相关制度，细化工作责任，明确
专人负责，切实做到常态化管理。

就近期开展的“四城联创”
攻坚工作，市市场监管局要求，
要聚焦问题，克难攻坚，举一反
三抓整改；要加大力度，强化措
施，持续对标，查找薄弱环节，
补齐短板抓提升；要压实工作责
任，实行精细化、网格化、规范
化管理，长效保持好创建成果，
扎实推进创建成果的巩固提升。

聚焦问题抓整改 强化督导抓落实

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全力打好“四城联创”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刘婧）今年
“一赛一节”各项筹备工作已进
入倒计时。连日来，我市市场
监管部门进入临战状态，争分
夺秒，全面强化措施，加强监
管，全力保障“一赛一节”期
间餐饮食品安全。

为做好“一赛一节”期间
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市市场监
督局成立了 2019 年“一赛一
节”期间餐饮食品安全保障工
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指导和
协调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召开
工作部署会，制订专项保障工
作实施方案，对“一赛一节”
期间餐饮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进
行全面部署。

按照 《重大活动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 要
求，8 月份以来，相关县区市
场监管部门已对辖区涉及“一
赛一节”保障的餐饮单位进行
了多轮监督检查指导，对监督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进
行整改，对现场整改不了的，
责令限期整改，并列入工作台
账进行跟踪。

进入 9 月份以来，各相关
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接待宾馆
食品安全情况进行再次检查，
对食品加工制作过程进行现场

监督，对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进行验收。同时，加大监督检
查频次，加大对“一赛一节”
接待宾馆饭店周边、旅游景
区、城区餐饮夜市、辖区主要
街道及市太极体育中心周边餐
饮服务单位和食品销售单位的
监管力度；加强对“一赛一
节”接待宾馆饭店辖区网络订
餐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严格规
范网络订餐经营行为，严格督
促网络订餐第三方交易平台和
入网餐饮服务单位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严厉打击网络订
餐违法违规行为，以保障广大
宾客饮食安全。

据了解，根据市市场监管
局的部署，“一赛一节”期间，
相关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
步强化措施，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特别是在对接待宾馆的监
督检查中，将重点检查购进原
料、半成品、食品添加剂以及
索证索票等环节，切实加强对
加工制作环境、冷菜制作、餐
用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现
场检查。充分利用快检设备开
展对接待宾馆饭店所使用的食
品进行风险监测，及时消除食
品安全隐患。

强化措施 加强监管

市市场监管部门全力保障餐饮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刘婧） 9月3日，记
者从全市食品药品监管执法司法督察
发现问题整改工作部署会上了解到，
从本月起至 10 月底，我市各县 （市）
区市场监管部门将联合辖区相关部门
重点开展多项整治行动，着力提升全
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水平。

开展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
摊点及小药店专项整治行动。对与人民
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又数量众多的食
药类小微企业、小作坊、小饭店、小摊
贩、小门市、小药店进行滚动排查，依
法整治存在的问题。

大力实施餐饮业提升行动。开展
以秋季为主要时段的餐饮食品安全

“秋风行动”，重点治理学校、托幼机
构、养老机构及提供集中供餐服务单
位、社会餐饮、群体性聚餐、网络订
餐、景区餐饮等餐饮单位，逐家对标
整改，加大处罚力度，全面规范餐饮
行业守法经营行为。加大对美团、饿
了么等网络订餐平台治理力度，入网
餐饮店全部挂牌公示，实行一次性外
卖封签制度。

开展大中型商超、食品批发企业
和农贸市场规范提升行动。对全市 72
家大中型商超、364家食品批发企业开
展集中治理，重点改善仓储温控、储
存、排风等基础设施，加强散装食品
规范管理，推广使用“一票通、一目
录”，督促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结
合“四城联创”工作，督促农贸市场
开办方加快升级改造，建立健全快检
机构，配齐快速检测人员和检测设施。

开展疫苗管理提升行动。严格排
查所有疫苗仓库状况，加强疫苗管理
培训，规范疫苗接种记录书写、出入
库登记和效期管理。

据了解，我市将持续重拳打击各
类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
为。开展为期2个月的打击食品药品违
法犯罪利剑行动，加大食品药品安全
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品种案件
查办力度。集中侦破一批团伙性、系
列性、跨区域性的大要案件，惩治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
恶劣的违法犯罪分子，破除一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潜
规则”，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依
法从重判罚，防范化解食品药品安全领域重大风险。适时召开新
闻发布会，及时向社会公布案件查处结果，形成打击食品药品违
法犯罪的高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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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食品药品监管执法司法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工作部署会现
场。 本报记者 刘 婧 摄

本报讯（记者刘婧）秋季学
期开学后，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全
面部署加强学校食堂（含托幼机
构食堂、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以下简称学校食堂）食品安
全监管，督促各学校和相关餐饮
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排
查食品风险隐患，完善科学管理
制度，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

根据部署，全市各县 （市）
区市场监管部门将着力抓紧抓好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自查自评工作，
督促学校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校（园）长落实食品安全第
一责任人的责任；学校食堂开展自
查整改，认真整理环境卫生，清洁
检修设施设备，清洗消毒保洁餐
饮具，检查清理库存食品，从业
人员取得有效健康证，配齐防
蝇、防鼠、防虫等设备设施；学
校食堂对新聘从业人员进行健康
体检，对其开展食品安全相关专业
知识培训；学校落实索证索票、晨
检、校领导陪餐、食品留样等食
品安全制度；学校食堂对供货单
位实地考察，严把审核关等。

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
在全面排查整治学校食堂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的同时，将严格规范
承包经营类学校食堂的管理，指
导学校加强食堂承包经营的准入
管理，督促承包人落实各项管理
制度。加强对校外供餐单位的监
管，督促学校建立健全校外供餐
管理制度，选择与取得食品经营
许可、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社
会信誉良好的供餐单位签订供餐
合同或者协议。

在学校食堂管理方面，推进

以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
养和安全为核心的学校食堂规范
化管理，督促学校食堂科学划分
功能场所和区域、合理确定工器
具和其他物品的摆放位置，实施
标识清晰的可视化管理，使操作
场所始终保持干净、整洁、有
序。大力推进“互联网+餐饮安
全监管”，实现学校食堂摄像头安
装全覆盖，切实提升学校食品安
全监管的实时化、科学化水平。

加大打击力度，严厉打击食
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突出问题

导向，加大对学校食堂食品的监
督抽检力度。主动和公安部门保
持密切联系，强化“联动联查”

“行刑衔接”。
同时，加大对学校从业人员

及广大师生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力
度，强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相
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增强学校食
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规
范其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增强广
大师生食品安全防范意识，动员
广大师生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积
极营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氛围。

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全面加强学校食堂餐饮食品安全监管

本报讯（记者刘婧）校园食堂食品安全问题关系青
少年健康，9月2日，市市场监管局启动了学校 （含幼
儿园）食堂食品专项抽检工作。

据了解，此次抽检重点为学校食堂餐饮食品，抽检
共分两部分进行，市市场监管局抽检任务是在各县
（市）区随机选取6家学校食堂（包括2家幼儿园），每
个学校食堂抽取2批次 （分两次抽取）。各县 （市） 区
抽检任务为本辖区内上报的学校（含幼儿园），每个学
校食堂抽取2批次（分两次抽取）。

9月6日上午，记者跟随市、区两级市场监管执法
人员和第三方抽检机构河南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抽样
人员来到市实验中学，对该校食堂进行专项抽检。抽样
人员抽取了该校食堂人工加工的馒头共计0.8公斤并进
行封存，填写了焦作市食品安全抽样单，并当场为这些
抽检样品贴上封条。在市第十一中学，抽样人员来到学
校后厨，针对当日中午售卖的卤制香肠进行了抽样。

“按照要求，我们将把抽样物品分为两份，一份用于检
测，一份作为留样复检。”抽样人员说。

据市市场监管局抽检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食堂
专项抽检行动启动以来，该局已于9月2日、5日，分
别对中站区、马村区部分学校 （含幼儿园） 进行了抽
检。市市场监管局要求，此次专项抽检各县（市）区要
按照计划有序推进，确保在11月底前全部完成抽检任
务。在抽检过程中，执法人员还要对学校食堂从业人员
的健康证管理、索证索票落实、清洗消毒、加工制作、
食品添加剂使用、环境卫生等进行逐项检查，对检查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到位。

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学校食堂专项抽检

近期，解放区
市场监管局联合市
场主办方，全力推
进月季农贸市场改
造工作，督促指导
市场内餐饮单位全
部封闭售卖区，统
一定制推拉式橱
窗。图为解放区市
场监管局焦西食药
所执法人员在现场
督导改造工作。

本 报 记 者
刘 婧 摄

⬅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学校食堂专项抽
检行动。图为在市第
十一中学，执法人员
指导抽样人员抽取指
定样品。

本 报 记 者 刘
婧 摄

➡秋季学期开学后，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全面
加强学校食堂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图为 9 月 6
日，解放区市场监管局民生食药所执法人员在市
第十一中学开展监督检查，对储存不规范、存在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的物品进行现场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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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食品安全隐患 保障师生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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