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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
以安为重。”

过去的5年，是海
南食品药品监管系统
迎来史上最大变革的5
年。食品药品监管实
行垂直管理体制，食品
药品监管不再“九龙治
水”，一个统一、权威、
高效的食品药品监管
体系初步建立。

过去的5年，是用
“四个最严、全覆盖”筑
牢食品安全防线的 5
年。这5年，我省建立
和完善企业主体责任
制、监管责任追究制、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和
社会共治机制，最严格
的监管制度保障着“舌
尖上的安全”。

过去的5年，是监
管成效最为显著的 5
年。仅在 2015 年，全
省端掉制售有毒有害
食品药品“黑窝点”和
因生产销售有害食、药
品罪获刑者的数量，均
创历史新高。

“食品药品安全是
重大的基本民生问题，
公众关注度高，监管和
服务之路永无止境，且
容不得丝毫懈怠。”海
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负责人表示。

建立“四个最严、全覆盖”监管体系，创新服务助力产业发展

一切只为“舌尖上的安全”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贺澜起

自2014年 9月省食

药监局会同省公安厅在

省食药监局稽查局设立

联合打击食品药品违法

犯罪协调办公室以来：

全省合计端掉制售

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的“黑

窝点”140多个

指导办案近1900件

移送司法51件
20 人因制售有毒有

害食药品获刑

食品药品监管
“九龙治水”不复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关键在于建立
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最严格
的监管制度。针对以往监管中存在的
多头管理、分工交叉、职责不清等突出
问题，中央2013年决定组建统一的食
品药品监管机构，这在我国食品药品监
管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2014年1月，海南省顺利完成省、
市、县（区）和乡镇（街道）四级食药监管
机构的体制改革，是全国第一批完成改
革的省份，也是全国唯一实行省级以下
垂直管理体制的省份。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海南借体制
改革之机，切实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全
省实行垂直管理，质监、工商、商务部门
的食品监管职能整合并入食药监管局，
为我省食品多部门分段监管‘九龙治
水’的格局画上句号，解决了原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有质量监管职能而下面没
队伍、工商部门有队伍而无质量监管等
监管脱节、推诿等问题，消除了监管真
空与盲区，建立了统一、权威、纵向到底
的食品药品监管体系。”省食药监管局
负责人说。

“四个最严、全覆盖”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迎来史上最大变革的省食药监管
局，监管着全省工业产值排名分别位列
第二和第七、占总产值17%的食品和药
品产业；面对的是81577家持证持照的
监管对象和数倍于持证企业的“三小”
和无证无照食品生产经营户。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对食品药品安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如何才能确保中外游客和900万
海南人民“舌尖上的安全”？通过学习
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同时结合海南实
际，省食药监局按照“四个最严、全覆
盖”，即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思路，
摸索出一条智慧监管之路。

据介绍，我省食药监部门积极推行
“互联网+”智慧监管，大幅度提高监管
效率。省食药监管局把信息化融合应
用到业务监管和内部管理工作中，大幅
度提高监管效率，解决了一些过去依靠
人工做不到、做不好的问题。建成了全
省唯一覆盖省、市、县（区）和乡镇四级
的高清、多媒流、多功能视频会议系统，
不仅可以召开覆盖到乡镇的视频会议
和培训，也可用于“透明厨房”的后厨视
频监控，还可用于突发事件和移动执法
的远程视频应急指挥。此外，还建成了
监管对象数据库、稽查执法系统、快筛
检测系统等12个信息系统。

省食药监管局负责人说，近年来，
省食药监局加大执法力度，严格落实中
央关于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实施

“最严厉处罚”的精神，该罚款的一律按
上限处罚，该吊销许可证的一律吊销许
可证，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律从速移送
司法机关。创建了“食药监管+公安”
联打机制，在不增加机构、编制的情况
下，有效解决了衔接难题。尤其是现场
办案时，涉嫌犯罪的可立即进入刑事办
案程序，克服了食药监管部门不能“破
门而入”、不能控制犯罪嫌疑人等诸多
现场执法难题。

据显示，自2014年9月省食药监
局会同省公安厅在省食药监局稽查局
设立联合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协调
办公室（简称省联打办）以来，全省合计
端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的“黑窝
点”140多个，指导办案近1900件，移
送司法51件，20人因制售有毒有害食
药品获刑，数量均超过前几年的总和。

海南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特点之
一，是每年要保障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等
一批国际会议和国内外政要在海南期
间的食品安全，近年来共保障了世界旅
游旅行大会等重大活动多次，累计保障
就餐人数十万人次，未发生一起食品安
全事件，真正做到了万无一失。

食药监部门创新工作方式，瞄准突

出问题、抓住关键环节、力求整治实效，
并建立“常态化保洁”机制，巩固“突击
大扫除”成果，获得国家食药监总局的
肯定与推介。

省食药监局以“早一天消灭问题食
品药品，公众健康就少一天遭受危害”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分清轻重缓急，把
消灭“黑窝点”作为减少有毒有害食品
药品的首要任务。经过一系列专项行
动，在2014年端掉98个“黑窝点”的基
础上，2015年又端掉95个。在全省范
围内整体性基本消灭了走私冻肉泛滥、
用沥青和工业松香拔除畜禽毛、加工销
售病死猪肉、用甲醛和双氧水浸泡“毒
牛百叶”“毒凤爪”等 9 类食品药品犯
罪行为。

在消灭有害食品药品“黑窝点”的
同时，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把降低持证企
业的产品不合格率作为减少食品药品
安全突出问题的第二战场，采取“清单
管理、靶向整治”的治理方式，要求企业
按照“必做清单”和“禁做清单”进行整
改，一些“消费量大、受众群体多、百姓
天天吃”的产品不合格率显著降低。桶
装饮用水的不合格率从27%下降到1%
以下，进岛蔬菜、超市肉类熟食的不合
格率大幅下降，中药饮片的抽检合格率
从84%提高到91%。

创新服务
为产业发展加油助力

海南赛乐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万鹏拿到省食药监局核发的《药品
生产许可证》后，紧紧握住省食药监局
审批办主任黄彬的手说：“你们想企业
所想，为对企业项目落户海南抢时间，
使企业从申请到拿到许可证仅用了15
个工作日，比法定时限提前了15个工
作日，真是令人感动！”

这是我省在食品药品监管领域实
施两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成效的
缩影。

长期以来，旧有的审批模式存在诸
多问题，受到各界诟病，既影响发展活

力，又拖累政府不能履行好监管和服务
职能。2014年上半年，海南省食药监
管局实施了第一轮行政审批改革，将审
批事项从164项减少到89项，将审批
环节由7个减少至3个，简化了审批流
程，压缩了审批时限50%。第一轮改革
虽然减少了审批事项，再造了审批流
程，缩短了审批时间，简化了申报材料，
但这种“减法式”改革仍不彻底，还有大
量的审批事项，也有一些变通做法降低
了简政放权的预期和改革的实际效果。

为此，省食药监局突破常规的改革
思路，从2014年9月开始实施以“法人
承诺制”审批模式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轮
改革，探索出一条能够真正釜底抽薪地
解决原有审批模式诸多问题和“减法
式”改革被打折变通的改革新途径。

基于法制理念的“承诺制”审批模
式，是先由审批部门研究透彻、把握准
确审批条件，向申请人提供“一书三清
单”（“一书”即法人承诺书，承诺如果申
报材料有虚假内容愿意接受处罚；“三
清单”即材料清单、处罚清单、责任清
单）和示范文本，企业法人签署承诺书
后，审批部门可当场发放许可批件，之
后再安排核查。如果核查中发现申报
不符合条件或材料有虚假，监管部门将
收回审批决定书，并对企业按签署的承
诺书追究责任。此模式在食品药品行
政审批领域的92项审批事项试行，获
得可喜成效，已分别被写进国务院
2015年11月27日印发的《关于简化优
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
业的通知》和国务院2015年12月22日
印发的《关于上海市开展“证照分离”改
革试点总体方案的批复》文件中。

此外，省食药监局还报请国家食药
监管总局，促成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药品进口优惠政策的顺利落地，
加快药品注册审核，开启“绿色通道”，
为医药产业发展加油助力。“十二五”期
间，海南预计实现医药工业总产值
574.14 亿 元 ，同 比“ 十 一 五 ”增 长
126.3%，成绩显著。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食药监执法人员对火锅店等铺面进行食品安全检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企业代表展示领取的多证合一的药品经营许可证。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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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监在行动

在全省范围内整体性基本
消灭了走私冻肉泛滥、用沥青
和工业松香拔除畜禽毛、加工
销售病死猪肉、用甲醛和双氧
水浸泡“毒牛百叶”“毒凤爪”
等 9 类食品药品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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