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食品药品安全
发生了6方面36个明显变化

通过140多轮全覆盖拉网式排查
和随机抽查整治，首次基本清除了10
类长期危害海南人民健康的突出问
题，为民除了害，降低了7类“消费量
大、受众群体多、百姓天天吃”产品的
高不合格率。

1.在米粉中添加硼砂、苯甲酸等
有害物质的违法行为被基本清除。经
过7轮全覆盖整治，目前市场上已没
有再发现非法添加硼砂和超范围添加
防腐剂的米粉。在第七轮的全覆盖抽
检排查整治中，米粉不合格率已下降
至1.4%，不合格指标仅剩超范围添加
含铝添加剂。

整治前，设备简陋、生产环境脏乱
差的米粉生产小作坊。

整治后，米粉生产企业环境整洁，
有害物质添加基本杜绝。

2.市场上走私冻肉泛滥的状况得
到基本扭转。在2014年海南省两会
上，民革海南省委指出，海南市场上的
进口冻肉90%以上是走私产品。经过
15轮排查打击，目前只有个别违法者
在偷偷摸摸销售。

3.用甲醛、双氧水浸泡食物的违
法现象已基本消除。经过6轮全覆盖
排查整治，曾经在海南市场长期存在
的使用甲醛、双氧水浸泡的牛百叶、凤
爪等已基本消除，全省人民可以吃上
放心的牛百叶和凤爪。

查获的甲醛、双氧水浸泡的牛百叶。

4.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的违法行
为已被基本杜绝。经过3轮全覆盖抽
检排查整治，再未发现我省的火锅店有
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的违法行为。

5. 用工业松香拔除畜禽毛的陋
习基本被扭转。经过5轮全覆盖快检排
查整治，过去长期存在的部分屠宰从业
者习惯使用工业松香、沥青给猪头肉、猪
耳朵、鸭肉脱毛的现象已基本消失。

6.“注水肉”已难觅踪影。经过3
轮全覆盖现场快检排查整治，农贸市
场摊档销售的猪肉、牛肉、羊肉中基本
未再发现“注水肉”。

7. 海南在高温季节有了安全的豆
芽供应。海口和三亚分别建设了恒温
豆芽生产线，长期以来在高温季节“无
根”豆芽充斥市场的状况得到扭转。

整治前，豆芽生产作坊条件简陋，
用有毒有害的“无根水”保证发芽率。

整治后，豆芽生产企业设备先进，
用安全无害的恒温设备保证发芽率。

8.病死猪肉来源渠道被有效清
除。关闭了56家长期存在的未派驻
检验检疫员的生猪私宰点，消除了病
死猪肉流入市场的隐患。

9.桶装饮用水抽检不合格率从27%
大幅下降至6%以下。经过6轮全覆盖排
查整治，关停一批、提升改造一批不能稳定
生产合格产品的桶装饮用水生产企业，行
业集中度和产品质量显著提高。

整治前，大桶水行业鱼龙混杂，部
分生产企业脏乱差。

整治后，大桶水不达标企业被关
停，在产企业规范化程度明显提高。

10.食品标签标识抽检不合格率
从 58.4%大幅下降至 1%以下。
通过对一家家食品生产企业手
把手指导，在海南市场上已
难以看到标签标识不规范
的本省企业生产的食品。

11.面条、伊面、饺子
皮等抽检不合格率下
降到1.6%。第七轮
的全覆盖抽检排

查结果表明，面条、饺子皮不合格指标
仅剩超范围添加含铝添加剂，伊面不
合格指标仅剩柠檬黄色素超标，添加
硼砂和防腐剂违法现象已消失。

12.集中消毒餐饮具抽检不合格率
从21.1%下降到9.5%。通过采取关闭
一批、改造提升一批等措施，第七轮的
全覆盖抽检排查结果表明，产品抽检不
合格指标仅剩非致病性大肠杆菌一项，
广受消费者诟病的集中消毒餐饮具行
业的脏乱差问题得到根本性扭转。

整治前，集中消毒餐具清洗消毒
车间。

整治后，消毒餐具标准示范企业
的清洗消毒车间。

13.月饼抽检合格率达到97.6%。
通过整治月饼生产行业的“早产”月饼、
无证生产、假冒品牌生产、生产环境脏乱
差等问题，月饼的安全水平明显提高。

14.粽子抽检合格率达到100%。
通过严厉打击非法添加硼砂的行为，
强力整治生产环境脏乱差等问题，今
年端午节前开展的全覆盖拉网排查抽
检结果表明，63家被抽检单位的69批
次样品的粽子全部合格。

15.中药饮片抽检不合格率从16%
下降到9%。通过6轮专项打击行动，共
端掉7个制售假劣中药饮片的“黑窝点”，
基本遏制住假劣中药饮片横行的势头。

16.假劣义齿生产“黑窝点”被基本
清除。在全省开展了4轮专项打击行动，
端掉了7个生产假劣义齿“黑窝点”，生
产假劣义齿的行为已被有效遏制。

17.扭转了疫苗接种单位未按规
定低温储存疫苗的状况。通过全面排
查发现的问题，我省安排专项资金将
疫苗接种单位的冰箱全部更换为医用
冰箱，使疫苗接种单位具有了按规定
低温储存疫苗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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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我省改革食品药
品监管体制，将食品生产、食品流通监
管权划转到食品药品监管局。三年多
来，新组建的省食品药品监管局以“早
一天消灭有害食品药品，人民群众健
康就少一天遭受危害”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实干、苦干加巧干，每年解决一
批突出问题，使我省食品药品安全发
生了6方面36个明显变化。

27.结束了一些食品检测项目
需要送到岛外检测的落后历史。
建成的海南省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填补了我省没有省级食品检验检
测实验室的空白。

28.各市县食药监局拥有了高
性能的食品安全快检车。首次实
现了每日巡回抽检。

29.在各大超市和农贸市场共
设置农残免费检测点209个。解
决了广大消费者和学校、工地食堂
及中小餐馆等集中用餐单位的食
材检测难题。

农药残留免费检测

30.建成了覆盖各市县食药监
局、乡镇食药监管所的内部信息网
络和用于应急处置、培训、会议的
高清视频系统。实现了在OA上流
转公文和移动办公，推行了智能辅
助监管，极大的提高了监管的效率。

31.建成了国内首个“食品药品
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网”。实现
全省案件信息统一录入、形成一个数
据库、一网集中发布、一键简化查询。

32.推出的海南版“透明厨房”
是全国目前唯一可在家庭有线电
视上免费收看后厨高清图像的公
众监督平台。实现了让最关心的
公众参与监督。

33.省食药监局门户网站在省
政府每年网站绩效评估中从2014
年的第4名跃升到2016年的第1
名。

34.将食品药品安全的第一责
任下放给企业法人，持证企业违法
现象大幅减少。将梳理出的问题
清单通报给企业，由企业承诺限期
整改，如企业作出承诺后仍被检查
发现同样的问题将依法予以顶格
处罚，将食品药品安全的第一责任
下放给企业法人，成效显著，持证
食品药品合法生产经营企业违法
现象大幅减少。推行食品药品行
政许可“承诺审批制”，通过企业法
人书面承诺，明确企业主体责任，
简化审批流程，实现快速审批。

35.重奖举报者、重惩违法者
成为监管新常态。出台了《海南省
食品药品安全有奖举报实施办法
（试行）》，奖金最高可达50万元，是
全国举报奖金额度最高的省份之
一，极大的调动了社会公众参与监
督的积极性。目前全省查处食品药
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案件信息60%
左右来自于群众举报提供的线索，
已累计发放举报奖金111万元，单
笔金额最大的奖金高达 28.9 万
元。在公、检、法等部门的支持下，
端掉包括制售假冒的狮马龙血脉康
胶囊、林利源活血丹等有毒有害食
品药品的“黑窝点”200多个，有59
人因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被判刑，数
量超过此前 20年之和，其中，仅
2017年上半年就有11人被判刑。

端掉生产假中药胶囊的“黑窝点”。

假药

假药

假药

36.通过“扶优扶强”促使医药
产业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推动帮
助加快新药审批，共争取到吉非替
尼（抗肺癌首选药）等64个批准药
号。帮助5家企业的产品通过欧盟
和美国FDA认证。引进资金重组
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共吸引省外医
药上市公司注入资金60多亿元。
帮助产品质量不高、管理不规范的
药企分析原因、解决问题，促进产业
健康发展。医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一枝独秀”，产值年均增长达
15.5%，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是我
省持续增长率最高的产业。

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形势跨越拐点,安全水平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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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首次摸清了全省食品小作坊
的“家底”。掌握了全省7000多家食
品小作坊的情况，建立了食品、药品、
保健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四品
一械”生产企业数据库。

19.基本掌握了从外省调入蔬菜
的数量和质量底数。首次以占入岛果
蔬集散90%的海口南北蔬菜水果批
发市场为重点对象进行抽检摸底调
查，基本掌握了外省调入蔬菜的品种、
数量、产地、质量，对不合格率高的品
种和产地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管。

20.形成了一套科学系统、成熟有
效的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机制和方
法。对包括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在内的
所有重大活动，均在摸清所有接待酒
店及其食材供应商和供应基地底数的
基础上，结合海南实际，构筑由14项
防护措施组成的三道核心防线、5项
防护措施组成的一道外围防线的严密
结实的食品安全防护网，确保重大活
动食品安全万无一失。

21.四项改革创新的工作被党中
央、国务院的内部简报刊发。食品药
品行政许可的“承诺审批制”模式、全
省跨区域无障碍食药监管执法、在农
贸市场设置农药残留免费检测点、开
发的全国食品抽检结果数据查询APP
四项改革创新的工作被党中央、国务
院的内部简报刊发，为海南争了光。

行政审批改革 “食安查”APP

22.国家食药监管总局8次印发专
刊向全国推介我省的工作经验。专刊
数量在全国31个省级局中位列第一。

23.两项工作填补了国内空白。
省食药监局研发的“全国食品抽检结
果查询APP”“食品安全法自学自测
APP”2个应用系统，填补了国内空
白，被国家食药监管总局推荐给全国
使用，为全国作了贡献。

24.省食药监局作为全国食药监
管系统的唯一代表在2016年8月党
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
大会上作交流。

25.在国家组织的2016年食品药
品安全工作考核中获得“双A”评级。
我省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分别被评定为
最高等级A级，食品安全工作全国排名
并列第10位、药品安全工作全国排名
并列第3位，是全国获得“双A”评级的
七个省份之一，获全国通报表扬，这是
我省历年所取得的最好成绩。

26.监管信息透明度和省级局网
站绩效在全国名列前茅。北京大学作
为第三方机构发布的中国食品安全监
管透明度观察报告中，省食药监局在
全国31个省级局中监管信息透明度
排名第二。省食药监局门户网站在国
家食药监管总局组织的2016年全国
省级局网站绩效评比中排第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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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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