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茂市监函〔2020〕270 号

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对市政协九届四次

会议提案第 20200109 号提案答复的函

中国致公党茂名市委员会：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市食用农产品安全检测工作的建议》

（第 20200109 号）提案收悉。我市有 800 多万人口，保障食品安

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习总书记明确指

出，“确保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

容辞之责”。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始终把食品安全

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作为公共安全领域优先治理

的问题，健全法规标准，完善监管体制，加大食品检测投入支撑，

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治理能力，食品安全状况不断好转，公众食品

安全基本得到保障。您提出的加强食用农产品安全检测工作的建

议很有针对性和建设性。近年来，为了把好食用农产品质量关，

全市市场监管系统认真履职，全力以赴好食用农产品监管工作，

在加强日常监管的同时，一直十分重视食品快速检测和抽样检测

对食用农产品的监管作用。现在将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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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用农产品检测工作情况

（一）全力开展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

“全省千家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是省政府从

2016 年就开始列为十大民生实事之一。我市市场监管系统全力落

实民生实事。一是高度重视。开展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以来，我

局按照省的工作部署制订工作方案，成立了 “全省千家农贸市场

开展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专责小组，领导我市食用农产品快检工

作，并且每年都完满完全快检工作任务，有力保障了我市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二是加大投入。各区、县级市政府也十分重视快

检工作，每年都加大快检工作的经费投入，特别是茂南区已经实

现了农贸市场快速检测全覆盖，有效促进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的提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菜篮子”安全。三是引进专业机构。

2018 年以来，通过提高对第三方的服务质量要求和公开招标的方

式，各区、县级市陆续引入更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负责开展

农贸市场快检，有效提高了检测结果准确度。四是加强监管。在

引入第三方机构后，市、县两级市场监管都加强了对第三方检测

机构快检工作的监督抽查，确保检测工作过程规范，结果准确。

到目前，据省市场监管局系统统计数据，今年 1 至 9 月份，我市

已完成食用农产品快检批次 204408 次，合格 202818 批次，不合

格 1590 批次，合格率 99.22%，产品不合格数量 4733.94 公斤。

其中，完成蔬菜检测 184067 批次，不合格 1451 批次，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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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1%；水产品检测 12889批次，不合格 102批次，合格率 99.21%；

畜禽肉蛋类检测 7452 批次，不合格 37 批次，合格率 99.5%。

（二）持续加强食用农产品抽检力度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0 年广东省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的工作安排和茂名市食安办《2020 年全

市落实食品检验量“每千人 5 批次”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我市（含

各县市、区）2020 年计划食用农产品抽检 6313 批次。我市各级

监管部门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周密部署，责任到岗，工作到人，

在人力物力上全力保障该项工作顺利开展，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

制定了《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0 年茂名市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截至到 9 月 30 日，已完成食用农产品抽

检 5695 批次，任务完成率 90.11%，不合格发现率 2.67%。

二、食用农产品市场监管工作情况

（一）以批发市场为重点，加强源头监管

我市有 3 家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分别是茂名市中晟实业有

限公司粤西农副产品综合交易中心、茂名市大塘水果蔬菜批发市

场和化州市下郭水果批发市场。这三个市场作为我市食用农产品

的主要批发源头，我局十分重视，按照上级的食用农产品企业的

监管分级要求，将三个批发市场定为我市 C 级风险重点监管食品

经营企业，属地监管部门重点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市局按频次组

织飞行检查落实监管责任。在日常工作中，执法人员重点检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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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市场开办者是否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食用农产品市场

准入、日常检查、信息公示等制度；是否按规定进行食用农产品

检验检测、是否建立入场销售者档案、是否全部与入场销售者签

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是否印制统一格式的销售凭证等。

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局共出动检查人员 78 人次，出动执法车辆

32 辆次，检查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办者 12 次，发出责令改正

通知书 1 份；检查入场销售者 29 户次，派发宣传单 200 多份，发

出责令改正通知书 1 份。

（二）规范农贸市场经营行为，落实主体责任

有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 228 个，其中有 3 家食用农产品

批发市场，食用农产品零售市场 225 个。为了加强食用农产品管

理，落实市场开办者的主体责任，我市市场监管系统采取有限措

施推进工作。一是在日常工作中，指导食用农产品市场开办者完

善《入场销售者档案》、《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书》、《食

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办者日常检查记录》等相关记录，并要求市

场开办者加强对入场经营者的日常巡查管理。二是为了严格落实

进货查验制度，做好食用农产品的追溯工作，我局在飞行检查发

现两个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者销售凭证不规范的情况下，

立刻指导粤西农批和大唐农批市场开办者按照《食用农产品市场

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印制了统一格式的《食用

农产品批发市场销售凭证》，并要求市场开办者履行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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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入场经营的食用农产品经营者使用。三是加强监督抽检工作，

将上级下达的食用农产品抽检任务批次下达到各县区，要求加大

对食用农产品市场的抽检力度。四是指导批发市场开办者和入场

销售者通过协议等方式，进一步细化并落实双方应尽责任。

（三）推动农贸市场自检与快检相结合，监控食品质量

为了加强对食用农产品农药、兽药残留的监管，我局督促食

用农产品市场落实市场开办者责任。一是要求茂名市中晟实业有

限公司粤西农副产品综合交易中心和大塘农批购进快检设备，设

立了食用农产品快检室，每天对入场食用农产品加强对食用农产

品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才能上市销售，把好上市质量关，形成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在要求企业自加强检测工作外，我市

属地监管部门推动 69 个农贸市场参加“全省千家农贸市场快检工

作”，对市场内经营的食用农产品，每天随机抽检。对检测发现不

合格的食用农产品进行了销毁处理，销毁处理记录保存备检，并

将相关情况报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三是要求所有参加快检工作

的市场都要把每天的检测结果在市场公告栏或者电子屏公布，让

消费者放心消费。

近年来，为了保障我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我市市场监管

系统开展了保障肉产品质量安全“扫雷行动”、非洲猪瘟防控、生

猪产品的市场排查、冷冻肉类制品排查等一系列对农贸市场食用

农产品开展整治的专项行动。据统计，今年以来我市共出动了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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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员 11568 人次，检查了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等各类市场 1622

个次，检查食用农产品销售单位 8010 户次，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20 份，监督抽检食用农产品 1688 批次，监督抽检不合格食用农

产品 28 批次，查办案件 7 宗，罚没金额 1.9 万元。

三、快检工作亮点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强化我市社会公众和广大市民对食品安

全快检工作的认识，扩大市民对食品安全快检工作的知晓度和参

与度，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快检社会舆论氛围，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格局，我市开展了“你点我检”和“你送我检”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活

动。今年 9 月 16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业斌一行到我市河东

农贸市场调研市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情况时，对我市“你点我

检”和“你送我检”快检活动高度赞赏，表示要在全省推广茂名经

验。

（一）联合大型网络公众媒体开展“你点我检”食品安全社

会共治活动

与茂名传媒网站联合举办 “你点我检” 食品安全投票活动，

广大市民和群众在茂南区市场监管局公众号和茂名传媒网公众号

微信及茂名传媒网论坛上投票，每月开展 2 期，对网民群众投出

票数最高的前 3 名食用农产品作为食用农产品快检对象，在全区

30 个农贸市场开展快检，及时将检验信息结果在网络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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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 年目前截止，已举办了 68 期网络投票活动，微信和论

坛总阅读量为 312305 人次，投票量为 154489 次，提高人民群众

对食品安全的知晓度和参与度，确保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二）联合大型商场和农贸市场开展免费“你送我检” 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活动

茂南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各大市场开展 “你送我检”食品安全

公众开放日免费的快检活动，一年开展 12 期，每月组织开展 1

期。2017-2020 年目前截止，共举办 38 期“你送我检”食品安全公

众开放日活动，现场共接待来访群众 3031 人次，发放宣传材料

3526 多份，现场为市民免费检测蔬菜、水果类等食用农产品 658

批次样品，合格率 99.8%。通过举办 “你送我检”快检食品安全公

众开放日活动，免费为市民开展食用农产品“你送我检”惠民活动，

以检测为手段，用数据做判断，以科学严谨的监管方式确保食品

安全，防止不合格的产品流入市场，确保全区人民的“菜篮子”安

全。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加强推广食用农产品快检的工作力度，

争取实现全市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检全覆盖；进一步加大对集

贸市场、大型商超、连锁食用农产品销售店等重点场所排查力度，

严防问题食用农产品流入市场；进一步加大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抽检力度，在通过农产品快检工作加强对市场销售猪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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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筛快检的同时，认真完成省抽、市抽的抽检工作计划；进一步

加大对生猪质量安全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监督检查中发现采

购、加工、经营病死猪，生猪产品来源不明、检验检疫票证不全

等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的宣传力度，督促市场开办者、食用农产品销售者严格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与农业、公安等相关单位的衔接，

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开展打击私屠滥宰违法行为和保障肉产品质量

安全“扫雷行动”，在日常检查中发现涉及养殖屠宰环节或者涉嫌

犯罪的，及时通报、移送相关部门。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长期对我市食品安全工作的关心与

支持，请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10 月 30 日

联系人：杨鸿元 电话：13828676933

抄送： 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市府办建议提案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