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茂市监函〔2020〕191 号

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对市政协

九届四次会议第 20200226 号提案答复的函

尊敬的李朝龙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和农产品安全监督的建议》

（第 20200226 号）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目前，我国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一系列食品安全监管专门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都对各部门职责做出了明晰的规定。近年来，在市

委市政府不断加大投入下，我市各相关监管部门根据《食品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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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我市近期相关部门依

法开展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食品抽查检测工作

（一）开展食用农产品快检民生实事工作

今年上半年，在市场监管局的大力督促下，全市各区、县级

市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持续有序开展。据省局系统

茂 名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2 —

数据，到目前，我市已完成食用农产品快检批次 116090 次，合格

115275 批次，不合格 815 批次，合格率 99.3%，产品不合格数量

2713.51 公斤。

（二）加强食用农产品抽检力度

根据上级的工作要求，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市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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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20 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完成食用农

产品抽检任务 6313 批次。截至 6 月 30 日，已完成食用农产品抽

检 4264 批次，任务完成率 67.54%，不合格发现率 2.42%。

（三）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今年以来，市农业局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作为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的重要抓手，通过大量检测,尽可能发现存在的质量安全

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问题。截至今年 5 月底，全市已完

成每千人 5 批次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检测 1458 批次，其中:种植

业产品 937 批次，畜禽 265 批次，水产品 286 批次。

（四）开展校园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食源性疾病风险排查工

作

1、根据《2019 年茂名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施方案》，卫生

监管部门对茂名市中心城区东南西北中 5 个点，茂南区 3 个镇，

电白区、高州市、化州市、信宜市各 5 个镇，共计 28 个监测点，

开展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共监测食品 656 份，包含 9 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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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类，完成检测项目 4000 多项次，总体合格率 87.35%，其中

化学污染和有害因素监测合格率 87.40%，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

测合格率 87.20%，反映我市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2、2019 年卫生监管部门对我市各类学校开展了食源性疾病

风险排查和隐患整治现场调研工作，全市共抽查了 28 所学校，采

取了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咨询等方式，调查各学校食源性

传染病防控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饮用水安全管理情况以及学校

食堂食品安全管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被抽查学校总体情况良

好。

二、食品监督管理工作

（一）迅速开展保障肉产品质量安全“扫雷行动”

根据《关于开展打击私屠滥宰违法行为_保障肉产品质量安全

“扫雷行动”的通知》（粤农农〔2019〕470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

从去年 12 月份开始，市场监管局迅速组织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开展

保障肉产品质量安全“扫雷行动”工作。据统计，在此次扫雷行动

中，我市市场监管系统共出动 20956 人次，检查肉类生产加工单

位 82 家次，检查农贸市场、学校饭堂、餐饮企业、冷库冻肉、超

市等肉类经营单位共 8837 家次，检查农贸市场 1559 家次，发出

责令整改通知书 17 份。

（二）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利剑”行动

根据上级农业农村部门的部署,市农业局印发了《关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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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利剑”行动的通知》，部署“利剑”

行动的各项工作，加大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种养大户、小农户的安全用药教育培训力度,严格落实农

药安全间隔期、兽药休药期制度,着力消除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和

行业“潜规则”，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链条式质量安全问

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三）组织开展猪肉质量监管工作专项飞行检查

为督促指导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做好保障肉产品质量安全工

作，结合新冠状病毒防疫工作部署，市场监管局从 1 月 25 日（年

初一）开始就派出由市局领导亲自带队的飞行检查工作组，对全

市 7 个各区、县级市和经济功能区的农贸市场、大型商超开展督

导检查工作。据统计，专项飞行检查组共检查了农贸市场、大型

商场、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和猪肉档等肉类产品经营单位 96 家

次，发现移交线索 3 条。

（四）开展配送学校及单位食堂的食用农产品流通企业排查

工作

为保障进入校园食堂、单位食堂和大型餐饮单位的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和来源合法，我市部署各区、县级市开展配送食堂和

餐饮单位的大型食品流通企业排查工作。目前，我局排查并登记

了配送学校及单位食堂的大型食品流通企业共 72 家，并在排查过

程中，对明湖、国联惠民等 2 家大型配送企业进行集中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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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认真落实食用农产品重点场所的日常监管工作

我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特别是基层监管所，在市场监管局的

督促指导下，认真落实网格化监管责任。据统计，上半年我市全

市共出动了执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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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组织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专项检查工作

根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茂名市 2020 年学校校园

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茂市监办〔2020〕

101 号）文件要求，为了保障学校开学，我市执法人员结合创卫

及疫情防控等工作，以校园及其周边为重点区域，以面向学生经

营食品的批发商、超市、食杂店等儿童食品经营单位为重点场所，

以调味面制品（辣条）、膨化食品等小食品为重点品种，对校园及

周边的食品开展专项检查。今年来，共出动执法人员 1470 人次，

共检查学校周边食品销售单位 749 户次，整改合格数 58 户，立案

5 宗。

（七）组织开展固体饮料专项整治工作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开展固体饮料、压片

糖果、代用茶等食品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和市局的工作方

案的要求，市场监管局指导各区县级市局针对固体饮料生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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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用品专营店、商场、超市和经营食品的药店相关产品开展

了专项整治工作。到目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共检查食品生产企

业 68 家，超市 997 家，检查医院及周边食品销售店 892 家，检查

社区母婴店 1694 家，检查其他食品销售者 1496 家，发出责令改

正通知书 41 份。

（八）开展食品行业规范整治行动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环境提升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

知》（粤建执〔2020〕88 号）要求，按照省市场监管局工作部署

和市政府工作安排，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食品行业规范整治行动。

食品生产环节标签标识规范及虚假宣称违法行为整治方面：

全市共约谈培训食品生产加工单位 1092 家，其中重点食品生产企

业 14 家，签订承诺书企业 14 家，督促企业开展自查 227 家。全

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649 人次，检查食品生产企业 175 家次，其中

发现问题 10 家次，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10 份，督促企业完成整

改 10 家。全市抽检重点整治企业 4 家，抽检产品 5 批次。立案处

理使用新食品原料不标明食用限量及适用人群的食品生产企业 1

家。

食品“两超一非”规范整治方面：共出动检查执法人员 1369

人次，检查食品生产企业 138 家，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 6 家，检

查食品小作坊数 444 家，发现问题企业 51 家，责令整改企业 50

家，立案查处企业 1 家，监督抽检 176 批次，发现不合格 5 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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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市场环节：共出动 1296 人次，检查食品销售单位 646

家，农贸市场 67 家，抽检 1356 批次，发出责令整改 6 次，立案

查处 1 宗；在特殊食品经营环节，出动执法人员 561 人次，检查

经营单位 230 家次，发现问题单位 1 家，检查保健食品 333 个，

责令整改企业 1 家。

食品餐饮环节：共出动检查执法人员 5377 人次，检查餐饮服

务单位 2306 家，检查单位食堂 115 家，检查学校食堂 1427 家。

截止目前，共发出责令整改 39 家，立案查处 1 家，罚款 0.5 万。

2020 年来，全市各地食品餐饮环节共抽检 282 批次，已检出的 183

批次全部合格，还有 99 批次暂未检现出。

三、市场治理工作

（一）积极推进民营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创卫工作开展以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创卫办、市商务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城管执法局、市应急管理

局组成茂名市民营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小组审核验收组对茂南

区、电白区民营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进行验收。截至今年 6 月，茂

南区 10 个民营农贸市场已全部通过验收；电白区 7 个民营农贸市

场已有 5 个市场通过验收。推进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改善市场环

境，保障广大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升城市品位和整体

形象，有效推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

（二）开展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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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创文办 4 月份印发的《2020 年茂名市区农贸市场及周

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市场监管局指导两区局

在创文区内 34 家农贸市场开展了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到目前，我市市场监管系统出动了 1322 人次，检查了市场

周边食品经营者数 661 家，发出责令整改数 4 次。

四、其他相关工作

（一）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

一是督促电白区农产品检测站和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加快中央

投资项目建设。目前，投资 300 万元的电白区农产品检测站中央

投资项目建设基本完成，即将申请验收;市农产品检测中心 1000

万元的中央投资项目建设正在加紧筹备，即将开始项目建设，可

在年内完成并通过验收。二是对还没有通过省级资质认定和机构

考核“双认证”的茂南、电白、信宜及化州农产品检测站进行现场

督导，督促其加快双认证准备工作，力争年内全部通过省级双认

证。目前，化州市和信宜市检测站已通过省的双认证现场

评审，预计近期可正式通过双认证。茂南和电白检测站双认

证准备工作即将完成，将于近期向省申请双认证。若我市全部检

测站今年都通过省级双认证，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水平和

能力将跃上一个新台阶，对推进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提高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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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积极组织发动农产品生产主体加入国家和广东省农产

2/4 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开展追溯应用。目前，我市在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注册并开展追溯应用的农产品生产主体

达 199 家，其中我市全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

品均已注册并开展追溯应用;我市在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平台上注册和开证追溯应用的农产品生产主体有 600 多家。二是

大力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是借鉴

工业品合格证管理模式，由生产者自主开具，并承诺其生产的农

产品符合国家农药兽药残留限量强制性标准的制度，能有效促进

农产品生产者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主动从“产出来”一

侧自我把关，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合格证是产地准出和入

市的主要凭证，是农产品的“身份证”、生产者的“承诺书”、质量

安全的“新名片”。今年以来，我局根据农业农村部和省农业农村

厅的部署要求，大力推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的试行工作。目前，

我市已有 600 多家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开具合

格证，产品带证销售，开证数量达 15300 多张。农产品生产主体

的追溯应用以及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的推行,对落实农产品质量安

全。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上级的工作部署，进一步做好如下工作:

一是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二是加快推行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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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安全追湖和合格证工作；三是加快食品抽检工作、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工作和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确保到 12

月份完成工作任务；四是按照上级局的工作部署，大力开展放心

肉菜超市的创建工作；五是根据上级的工作安排，继续开展农产

品质量安全整治“利剑”行动、校园周边、保健食品行业清理、冷

冻肉类水产品排查等专项工作。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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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杨鸿元，电话：13828676933）

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7 月 20 日

抄送： 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市府办建议提案科，市农业农村局、市

卫生健康局、市商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