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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牢记食安使命不忘为民初心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食品安全关乎人民健康和生命，责任

重于泰山。

如何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加大执法力

度，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呢？商洛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用实际行动诠释食品安全卫

士的责任——推行网格化监管，实行属地

管理、责任到人，积极开展食药产品安全检

验检测和专项执法检查，重拳砸向市场薄

弱环节，对问题食品药品实行“零”容忍，食

药市场环境不断净化。

商洛市副市长周秀成在商洛市特殊教
育学校检查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

9月中旬，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张小宁在商州区市场监管局阳光食品智慧
监管指挥中心调研

商洛市市长郑光照检查食品安全工作

商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李育
善检查创国卫食品安全工作

夯实责任铸就食品安全卫士

“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
食，爱其命。”商洛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队伍
建设贯穿于全局工作，采取集中培
训、执法比武、理论研讨、知识竞
赛、跟班学习、案卷评查、以会代
训、专业教授主讲、现场交流、执法
检查等一系列形式，分层次分类别
开展各类业务培训，开展食品药品
监管业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药
品不良反应药械监管等业务培训。

今年初，商洛市政府组织召开
全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会议，制定
《2018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
要点》，市政府与成员单位及县区
政府、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县
区局分层次签订年度目标责任
书。县区局也与镇办及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分别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以及食品安全承诺书，建立了“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盖、责任
到人”的食品药品安全网格化监管
体系。

食品安全问题是被全社会高度
关注的民生大事。为民解忧、为民谋
福，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落实食品安
全党政同责的意见》后，商洛市立即
出台贯彻落实意见，督促各县区落实
党政同责和属地监管责任。针对食
品药品安全检验检测，商洛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2018年全
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会，对食品
安全抽检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如今，在迈向百姓认可的省级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道路上，商洛食
安人正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商洛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印
发《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食品监管基层工作指南》《食品安
全考核评议办法》等，目前山阳、柞
水、丹凤、镇安4个县被评为省级食
品安全示范县，55个镇办监管所被
评为省级标准化示范监管所，共争
取省级以奖代补资金2350万元。

严格监管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标准是保障食品安
全的科学依据，对规范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强化政府科学监管，促进
食品产业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发
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商
洛市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2016
年7月成立以来，承担全市食品安
全检验检测、突发事件应急检验、
食品监督抽验、食品类产品的安全
生产许可发证检验及咨询服务。

商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聚焦食品安全，加强源头治理，突
出从食用农产品、食品生产加工、
流通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及时制
定出台《商洛市食品小作坊生产加
工食品目录》，增加了商洛特色产品
17个大类、32个小类、65个品种。

农产品监管难在流入渠道多。
商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开展

“特色农业攻坚战”工作中，落实食
用农产品流通市场主体责任，规范
经营行为，防控产品质量风险，推行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要求各县
区合理布局和设定食品安全快检室
等便民服务网点，积极引导超市、批
发市场等经营主体设置有效运行快
检室，加大对肉蛋奶、果蔬等重点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筛查力度，扎实
开展“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活
动，每个县创建达标超市2家以上。

以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为契机，
1200个餐饮单位完成“明厨亮灶”
改造，商洛市食药监管系统结合无
证无照、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专项检查工作，对广大餐饮单位进
行宣传，做好煤改气、煤改电工作，
有条件的大型餐饮单位和学校食
堂安装油烟分离装置。目前全市
已完成油烟改造餐饮单位160家，
完成任务118%，超额完成29家。

食品安全，也是“管”出来的。
商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大夜
市烧烤饮食摊点食品安全整治工作
力度，配合城管部门对辖区夜市烧
烤饮食摊点进行规范治理。积极开
展以学校食堂、餐饮店、旅游景区餐
饮服务单位和农家乐为重点的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检查。在全市积极推
行阳光食品智慧监管工作，商州区
已经建成阳光食品智慧监管平台，
得到了省上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食品安全福祉惠及全体人民，
食品安全工作必须为民、靠民、惠

民。商州区创新“五项机制”（安全
协调机制、安全监管警示制、监管
信息发布制、事故应急管理机制、
人大政协对食品安全监督机制）；
洛南县推行食品药品安全一票否
决制；商南县将明厨亮灶纳入“智
慧商南”建设项目之中，引进百万
资金进行升级改造；丹凤县对城区
食品摊贩统一集中管理，统一发放
食品餐饮车；镇安县实行以奖代补，
对实施明厨亮灶改造的餐饮单位进
行补助；柞水县实行食品摊贩划行
规市，主城区食品摊贩全部入店经
营，严禁流动摊贩街面设点经营。

依法行政共享食品安全社会

食品安全需要公众参与、媒体
监督，多方协同合力，才能更快更好
地构建食品安全体系。商洛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借助商洛日报、商洛
电视台、商洛新闻网等媒体平台，充
分利用12331主题宣传日、食品安全
宣传周、“药品安全用药月”等活动，
大力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知识进社区、
进企业、进公园、进农村活动，加大食
品药品法律法规、监管措施、工作动
态、工作成效和科普知识等宣传，积
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今年3月，商洛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在商洛职业学院实验中学
举行商洛第一个药企、学校共建的

“校园卫生室”授牌仪式，为该校师
生提供健康保障，社会共治食品药
品安全的氛围不断浓厚。7月，商洛
市举办以“尚德守法食品安全让生
活更美好”为主题的食品安全宣传
周集中宣传活动。10月，商洛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走进柞水县营盘
镇龙潭村、下梁镇老庵寺村开展“安

全用药月”药品安全知识进基层宣
传活动。通过开展系列食品药品安
全宣传活动，进一步引导社会各界
参与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和科学普
及，进一步增强社会监督意识，提高
公众维权能力和科学素养，营造了
浓厚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氛
围。

食品安全，事关民生福祉、经济
发展、社会和谐，面对这足以“一票否
决”一座城市管理水平的拷问，商洛
食安人未曾懈怠。商洛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研究制定《法制政府建设
工作要点》，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清
理和行政执法培训，联合公安下发
《关于严格落实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处
罚到人规定的通知》，全面公开行政
许可和处罚结果66条，大力推进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七五”普法宣传，
依法行政和法制政府建设持续深化，
没有出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针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商洛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目标锁定薄
弱环节，敢出重拳，敢下猛招，严厉
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开展“双节”食
品药品安全百日专项整治、学校食堂、
餐饮店、夏季饮品市场、烧烤摊店、旅
游景区餐饮服务单位、网络食品销售、
酒类产品质量、校园及周边“五毛食
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食品药
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等各类专项整
治，坚持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
食品药品违法违规行为。

食品安全，关乎老百姓的切身
利益，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
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情况、新问题，进
入新时代的美丽商洛，像一列不断
提速的高铁，一路高歌，奔腾向前。

文/图齐勇

3月13日,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根据方案，将按照“分批创建、滚动
推进”和“谋划一批、创建一批、建成一
批”的要求，科学遴选特色小镇培育试
点对象。选择确定32家市级首批创建

类特色小镇，按类型分，旅游文化、科技
创新和健康养生三类小镇数量居前3
位；今后，特色小镇遴选的原则为在积
极推进首批特色小镇创建基础上，持续

分批开展特色小镇遴选和培育工作，将
根据各区县、西咸新区、各开发区特色
小镇申报情况，结合各地基础优势，推
进择优试点。 本报记者张艳芳

12 月 5日，西安市政府印发
《西 安 市 特 色 小 镇 总 体 规 划
(2018—2021 年)》，根据规划，至
2021 年，全市分批培育和创建
50-100个特色小镇。

根据规划，至 2021 年，
全市分批培育和创建 50—
100个特色小镇，其中，10个
左右特色小镇在全省乃至
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2—3
个特色小镇产业能级达到
千亿级，6—8个特色小镇产
业能级达到 500亿级，10个
以上特色小镇产业能级达
到100亿级。

根据规划，当前及今后
一个时期内，西安拟重点建设
和发展旅游文化、信息经济、
商贸物流、金融基金、先进制
造、航空航天、科技创新、健康
养生、现代农业、历史经典等
10类产业为核心的特色小

镇，其中旅游文化类着重建设
两类旅游文化类特色小镇，
一类是面向中远途游客市
场，通过深度挖掘汉唐、先
秦、佛教、红色文化等独具
西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
资源，打造特色化、国际化
的旅游文化特色小镇；另外
一类是面向本地和周边养
生养老市场，支持社会力量
举办规模化、连锁化的“医
养结合”“旅居结合”机构，
打造品质化、专业化的养生
养老特色小镇；金融基金类
重点发展科技金融、文化金
融、能源金融、绿色金融等
特色领域。

根据规划，将依托全市特色小镇
申报及创建对象布局，结合全市资源
分布、产业分布、基础设施分布情况，
构建形成特色小镇“一区三圈”总体布
局。西北生态养生小镇潜力区，以西

咸新区为支撑的西北区域，通过重大
项目引进，打造一批前景看好的特色
小镇；东北航空主题小镇集聚圈，重点
布局建设航空航天，以及相关科技创
新类型的特色小镇；中部高端特色小

镇集聚圈发展信息经济、金融基金、先
进制造、科技创新等多元化特色小镇；
西部科技创新小镇集聚圈发展科技及
其相关的信息、商贸、金融等类型特色
小镇。

将建设开放式“小镇客厅”，突出规
划展示、参观接待、商务会议等功能，通
过LED显示屏、数字沙盘以及高科技的
声、光、画等多种形式，构建视听感全方

位展示小镇形象的“小镇客厅”；建设专
业化“众创空间”，建立“创业苗圃—孵
化器—加速器”的创业孵化链，支持创
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程等新型孵

化模式；按照“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
批、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收费”的运行
模式，为特色小镇内企业和个人提供税
务、工商、社会保障等便利化服务。

目标：培育和创建50—100个特色小镇 布局：形成特色小镇“一区三圈”

功能：建设“小镇客厅”“众创空间”

规划：“谋划一批、创建一批、建成一批”

西安印发特色小镇总体规划

培育创建50-100个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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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责任铸就食品安全卫士

“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
食，爱其命。”商洛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队伍
建设贯穿于全局工作，采取集中培
训、执法比武、理论研讨、知识竞
赛、跟班学习、案卷评查、以会代
训、专业教授主讲、现场交流、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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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各类业务培训，开展食品药品
监管业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药
品不良反应药械监管等业务培训。

今年初，商洛市政府组织召开
全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会议，制定
《2018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
要点》，市政府与成员单位及县区
政府、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县
区局分层次签订年度目标责任
书。县区局也与镇办及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分别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以及食品安全承诺书，建立了“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盖、责任
到人”的食品药品安全网格化监管
体系。

食品安全问题是被全社会高度
关注的民生大事。为民解忧、为民谋
福，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落实食品安
全党政同责的意见》后，商洛市立即
出台贯彻落实意见，督促各县区落实
党政同责和属地监管责任。针对食
品药品安全检验检测，商洛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2018年全
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会，对食品
安全抽检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如今，在迈向百姓认可的省级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道路上，商洛食
安人正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商洛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印
发《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食品监管基层工作指南》《食品安
全考核评议办法》等，目前山阳、柞
水、丹凤、镇安4个县被评为省级食
品安全示范县，55个镇办监管所被
评为省级标准化示范监管所，共争
取省级以奖代补资金2350万元。

严格监管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标准是保障食品安
全的科学依据，对规范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强化政府科学监管，促进
食品产业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发
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商
洛市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2016
年7月成立以来，承担全市食品安
全检验检测、突发事件应急检验、
食品监督抽验、食品类产品的安全
生产许可发证检验及咨询服务。

商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聚焦食品安全，加强源头治理，突
出从食用农产品、食品生产加工、
流通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及时制
定出台《商洛市食品小作坊生产加
工食品目录》，增加了商洛特色产品
17个大类、32个小类、65个品种。

农产品监管难在流入渠道多。
商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开展

“特色农业攻坚战”工作中，落实食
用农产品流通市场主体责任，规范
经营行为，防控产品质量风险，推行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要求各县
区合理布局和设定食品安全快检室
等便民服务网点，积极引导超市、批
发市场等经营主体设置有效运行快
检室，加大对肉蛋奶、果蔬等重点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筛查力度，扎实
开展“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活
动，每个县创建达标超市2家以上。

以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为契机，
1200个餐饮单位完成“明厨亮灶”
改造，商洛市食药监管系统结合无
证无照、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专项检查工作，对广大餐饮单位进
行宣传，做好煤改气、煤改电工作，
有条件的大型餐饮单位和学校食
堂安装油烟分离装置。目前全市
已完成油烟改造餐饮单位160家，
完成任务118%，超额完成29家。

食品安全，也是“管”出来的。
商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大夜
市烧烤饮食摊点食品安全整治工作
力度，配合城管部门对辖区夜市烧
烤饮食摊点进行规范治理。积极开
展以学校食堂、餐饮店、旅游景区餐
饮服务单位和农家乐为重点的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检查。在全市积极推
行阳光食品智慧监管工作，商州区
已经建成阳光食品智慧监管平台，
得到了省上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食品安全福祉惠及全体人民，
食品安全工作必须为民、靠民、惠

民。商州区创新“五项机制”（安全
协调机制、安全监管警示制、监管
信息发布制、事故应急管理机制、
人大政协对食品安全监督机制）；
洛南县推行食品药品安全一票否
决制；商南县将明厨亮灶纳入“智
慧商南”建设项目之中，引进百万
资金进行升级改造；丹凤县对城区
食品摊贩统一集中管理，统一发放
食品餐饮车；镇安县实行以奖代补，
对实施明厨亮灶改造的餐饮单位进
行补助；柞水县实行食品摊贩划行
规市，主城区食品摊贩全部入店经
营，严禁流动摊贩街面设点经营。

依法行政共享食品安全社会

食品安全需要公众参与、媒体
监督，多方协同合力，才能更快更好
地构建食品安全体系。商洛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借助商洛日报、商洛
电视台、商洛新闻网等媒体平台，充
分利用12331主题宣传日、食品安全
宣传周、“药品安全用药月”等活动，
大力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知识进社区、
进企业、进公园、进农村活动，加大食
品药品法律法规、监管措施、工作动
态、工作成效和科普知识等宣传，积
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今年3月，商洛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在商洛职业学院实验中学
举行商洛第一个药企、学校共建的

“校园卫生室”授牌仪式，为该校师
生提供健康保障，社会共治食品药
品安全的氛围不断浓厚。7月，商洛
市举办以“尚德守法食品安全让生
活更美好”为主题的食品安全宣传
周集中宣传活动。10月，商洛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走进柞水县营盘
镇龙潭村、下梁镇老庵寺村开展“安

全用药月”药品安全知识进基层宣
传活动。通过开展系列食品药品安
全宣传活动，进一步引导社会各界
参与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和科学普
及，进一步增强社会监督意识，提高
公众维权能力和科学素养，营造了
浓厚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氛
围。

食品安全，事关民生福祉、经济
发展、社会和谐，面对这足以“一票否
决”一座城市管理水平的拷问，商洛
食安人未曾懈怠。商洛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研究制定《法制政府建设
工作要点》，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清
理和行政执法培训，联合公安下发
《关于严格落实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处
罚到人规定的通知》，全面公开行政
许可和处罚结果66条，大力推进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七五”普法宣传，
依法行政和法制政府建设持续深化，
没有出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针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商洛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目标锁定薄
弱环节，敢出重拳，敢下猛招，严厉
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开展“双节”食
品药品安全百日专项整治、学校食堂、
餐饮店、夏季饮品市场、烧烤摊店、旅
游景区餐饮服务单位、网络食品销售、
酒类产品质量、校园及周边“五毛食
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食品药
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等各类专项整
治，坚持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
食品药品违法违规行为。

食品安全，关乎老百姓的切身
利益，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
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情况、新问题，进
入新时代的美丽商洛，像一列不断
提速的高铁，一路高歌，奔腾向前。

文/图齐勇

3月13日,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根据方案，将按照“分批创建、滚动
推进”和“谋划一批、创建一批、建成一
批”的要求，科学遴选特色小镇培育试
点对象。选择确定32家市级首批创建

类特色小镇，按类型分，旅游文化、科技
创新和健康养生三类小镇数量居前3
位；今后，特色小镇遴选的原则为在积
极推进首批特色小镇创建基础上，持续

分批开展特色小镇遴选和培育工作，将
根据各区县、西咸新区、各开发区特色
小镇申报情况，结合各地基础优势，推
进择优试点。 本报记者张艳芳

12 月 5日，西安市政府印发
《西 安 市 特 色 小 镇 总 体 规 划
(2018—2021 年)》，根据规划，至
2021 年，全市分批培育和创建
50-100个特色小镇。

根据规划，至 2021 年，
全市分批培育和创建 50—
100个特色小镇，其中，10个
左右特色小镇在全省乃至
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2—3
个特色小镇产业能级达到
千亿级，6—8个特色小镇产
业能级达到 500亿级，10个
以上特色小镇产业能级达
到100亿级。

根据规划，当前及今后
一个时期内，西安拟重点建设
和发展旅游文化、信息经济、
商贸物流、金融基金、先进制
造、航空航天、科技创新、健康
养生、现代农业、历史经典等
10类产业为核心的特色小

镇，其中旅游文化类着重建设
两类旅游文化类特色小镇，
一类是面向中远途游客市
场，通过深度挖掘汉唐、先
秦、佛教、红色文化等独具
西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
资源，打造特色化、国际化
的旅游文化特色小镇；另外
一类是面向本地和周边养
生养老市场，支持社会力量
举办规模化、连锁化的“医
养结合”“旅居结合”机构，
打造品质化、专业化的养生
养老特色小镇；金融基金类
重点发展科技金融、文化金
融、能源金融、绿色金融等
特色领域。

根据规划，将依托全市特色小镇
申报及创建对象布局，结合全市资源
分布、产业分布、基础设施分布情况，
构建形成特色小镇“一区三圈”总体布
局。西北生态养生小镇潜力区，以西

咸新区为支撑的西北区域，通过重大
项目引进，打造一批前景看好的特色
小镇；东北航空主题小镇集聚圈，重点
布局建设航空航天，以及相关科技创
新类型的特色小镇；中部高端特色小

镇集聚圈发展信息经济、金融基金、先
进制造、科技创新等多元化特色小镇；
西部科技创新小镇集聚圈发展科技及
其相关的信息、商贸、金融等类型特色
小镇。

将建设开放式“小镇客厅”，突出规
划展示、参观接待、商务会议等功能，通
过LED显示屏、数字沙盘以及高科技的
声、光、画等多种形式，构建视听感全方

位展示小镇形象的“小镇客厅”；建设专
业化“众创空间”，建立“创业苗圃—孵
化器—加速器”的创业孵化链，支持创
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程等新型孵

化模式；按照“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
批、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收费”的运行
模式，为特色小镇内企业和个人提供税
务、工商、社会保障等便利化服务。

目标：培育和创建50—100个特色小镇 布局：形成特色小镇“一区三圈”

功能：建设“小镇客厅”“众创空间”

规划：“谋划一批、创建一批、建成一批”

西安印发特色小镇总体规划

培育创建50-100个特色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