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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食安专项整治全省共查处违法案件45159件

抽检很给力，短板需补齐

齐鲁晚报李岩侠

品牌工作室策划

A13

本报济南2月21日讯（记者 马绍栋）
记者从省食药监局了解到，2015年全省

加大食品监督抽检力度，全省抽检样本量
平均达千人3 .4份，抽检不合格产品处置率
达100%。通过开展专项整治共查处违法案
件45159件，向公安机关移交案件406件，在
取得实效的同时也发现一批潜在食安风
险和食安短板，为下一步的食安深度治理

明确了方向和发力点。
据省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我省加大抽检监测力度，省市县三级
食品抽检监测经费达4 . 3亿元，全省抽
检样本量平均达千人3 . 4份，抽检不合
格产品处置率达100%。17市全部建立了
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81个县（市、
区）完成综合性检验检测机构组建。

与此同时，“食安山东”名片擦得更
亮。各级共创建食品生产加工示范企业
360家、食品流通示范店825家、餐饮示范
单位（街区）1499家。

我省去年加大案件查处力度，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共查处食品安
全违法案件45159件，侦破犯罪案件2230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19人，取缔无证

生产经营业户6152家，吊销证照134个，
向公安机关移交案件406件。去年全省
累计查处食品药品案件79995件，同比增
长94 . 24%。大案要案查办实现重大突
破，济南、青岛、烟台、临沂、日照等5市
均查处了涉案货值过亿元的案件。充分
发挥“12331”投诉举报系统作用，全省共
受理投诉举报50335件，同比增长66%。

最大力度抽检最高频率曝光凸显食安难点

食食安安深深度度治治理理：：如如何何破破题题““六六大大难难””？？

食安山东：盘点2015展望2016

大商超上黑榜检测硬件是硬伤

流通环节自控：能否增加“标配”？

流通大商超、餐饮大品牌频频被曝
光无疑是近一年来消费者印象最深刻的
事。以济南为例，济南市食药局从去年7
月30日开始公布的10期抽检结果中，不
合格食品名单中有9期都出现了大型超
市的名字，尤其是市民平时经常光顾的
银座、大润发、沃尔玛、华联等大型超市
均几乎全部“中枪”。

“大超市作为食品流通龙头，理应从
严把关，可它们无一例外全部沦陷，有的
甚至屡上黑榜，这说明整个超市流通行
业的食品安全自控体系存在系统性的缺
陷。”省城一位食品业资深人士告诉记
者，一些超市在蔬菜生鲜、水产类产品进
货时仅眼看鼻闻查验外观、异味等低级

指标，有的每半年才向供应商索取一次
检测报告。

“下一步，能否全面大力引导督促学
校食堂、单位餐厅、大型餐饮配送企业、
大型商超建立规范化食品快速检测室，
此应是流通环节食安治理重点推进方
向。超市也应看清形势，主动从进货源头
加强自检。否则，最终被检不合格，后果
还得自己担！”上述人士坦言。

她表示，“推动超市自检体系建设以
及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监督是否应该以
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纳入对
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中去。把食品
快检排查作为大型商超的‘标
配’！”

全省将建91个病死畜禽无害处理厂

非食用“假肉”处置：能否给点补贴？

病死畜禽流入食品领域一直是食安
治理的重要风险点。记者了解到，去年9
月份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工作实施方案》，要求2015—
2016年，全省建设完成病死畜禽专业无
害化处理厂91个(含青岛5个)，达到行政
区域全覆盖，其中，2015年建设完成49个
(含青岛3个)。

同时，我省还将监管目标扩展至毛
皮动物胴体。省食安办会同省公安厅等
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毛皮动物胴
体监管严厉打击流入食品领域违法犯罪
行为的通知》，严禁毛皮动物胴体肉流入
食品及饲料加工领域。

“像水貂、银狐、貉等毛皮动物以取毛为
主，其剩余的胴体不能作为食品原料，但是
由于价格低廉极易流入食品领域，带来食安
风险。”省城一名长期关注食品安全的专家

表示，当前，通过DNA技
术手段鉴定已经可以发现
肉品中是否混入了狐狸肉
等非食用肉质。他认为，加
强毛皮动物胴体监管重点在
于从源头上堵住毛皮动物胴
体的去向，对其进行集中回收
处置。

记者了解到，我
省多地已明确要
求将特种毛皮
动物胴体纳
入无害化处
理范围。如按
潍坊市相关规定，每处理1头病死猪给予
80元补助，每处理30只蛋鸡（鸭或鹅）、60
只肉鸡、3只羊、10只狐狸、30只水貂折算
成1头猪（25公斤以上）进行补助。

水产品药残成“重灾区”

治“鱼病”：能否保持高压碰源头？

就在春节前不久，济南市食药局公
布了2016年第1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
果，不合格的115批次中75批次是水产
品，占比过半。不合格项目主要为滥用合
成着色剂和防腐剂、菌落总数超标等。

在2015年轰动一时的“毒黑鱼”事件
中，包括银座、大润发、沃尔玛等一批大
型知名超市纷纷中招，呋喃唑酮代谢物
是背后的元凶。

不仅如此，在其他省市以及国家食药
总局组织的相关抽检中，水产品同样也是
不合格的“重灾区”。除了上述检出的物质，
孔雀石绿等禁用物质也频繁检出。

记者了解到，由于硝基呋喃类药物
及其代谢物致胎儿畸形、诱发癌症，具有
相当大的毒性，原国家卫生部已于2010
年将其列入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
黑名单。而呋喃唑酮早在2002年农业部
就将其列为禁用兽药。

为何早已禁用的药物仍然多次被检
出？业内人士表示，有些禁药在治疗鱼类
疾病方面仍然无法替代，更关键的是价
格便宜，这导致养殖户为追求经济利益
铤而走险。2016年要实现水产品安全治
理提升，必须从水产养殖最前端、从高毒
高残药品的生产销售环节保持高压。

毒死蜱克百威氧乐果频现

“药瓶子”监管：能否再深入？

就国家、省市各级抽检情况看，蔬
菜的不合格项目主要涉及农残超标，
尤其是叶菜类中的芹菜、韭菜等问题
较为突出，主要超标项目为氧乐果、克
百威、毒死蜱等剧毒农药。如去年12月
7日，济南市食药局发布抽检结果，济
南银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章丘分公司
9月14日购进的韭菜氧乐果超标56倍！

“对农药等投入品管理还要推向
深度治理层面。”上述食品专家表示，
各地也探索出一些有效管控模式，如

威海将农药纳入统一管
控 ，借 力 信 息 化 覆

盖流程的农资追

溯系统，形成“一个关卡流入、一个管
道流出”的闭环式销售。

当然，药瓶子治理也离不开部门
联动。去年省食药局和农业厅两部门
签署《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合作协议》，建立食用农产品准入准出
衔接机制。省农业厅牵头出台《山东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衔接规范》，提高
农产品监管部门间的联动水平和应急
处置能力。针对农药使用的专项整治，
去年全省检查农药生产企业和经营单
位32113家次，查获、没收、销毁不合格
产品52吨，案值近600万元。

防
止 餐 厨
垃 圾 流
向 餐 桌
一直是我

省 食 品 安
全治理的重

要 一 环 。部 分
餐厨垃圾被不法

分 子 用 来 喂 养 猪 或
提炼地沟油，也是不小的

食安隐患。
为此，我省制定了《山东省餐厨废

弃物管理办法》，并于2014年4月1日起
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以餐厨废弃物为原料生产加
工食品，不得使用未经无害化处置的
餐厨废弃物喂养畜禽；不得利用废弃

食用油脂生产食用油。办法要求，要在
城市、县城和有条件的乡镇、农村社区
实行分类投放、专业收运、统一处置制
度，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将通过招标等
公开竞争方式，从取得餐厨废弃物收
集运输、处置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中确
定收集运输、处置企业，并与其签订经
营协议。

记者了解到，目前山东省设区城
市 餐 厨 废 弃 物 产 生 量 为 每 天 2 1 0 0 -
2600吨。2015年我省新增餐厨废弃物
处理能力1400吨/日，提前超额完成国
家目标任务，建成数量居全国前列。当
然，有了处理设施只是初步的阶段性
成果，下一步如何有效运转，规避餐厨
废弃物收集处理过程中“正规军”和

“游击队”的矛盾，能否真正堵住食安
漏洞才是关键。

“大食安治理”呼之欲出

“多安”联动：能否再除缝？

食品产业链条长，业态复杂，出现安
全问题往往涉及多个环节，部门之间的
协调联动日益成为食品安全深度治理的
关键。记者了解到，由于各部门职能分工
不同，当出现一些食品安全事件时，单独
依靠一个部门的力量越来越无法适应

“大食安治理”的需要。
据悉，去年省食安办研究制定了《省

食安委部分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试
行）》，健全了协作联动长效机制。同时，
省食安委全体会议研究通过《省食安办
等八部门关于建立食品安全“三安联动”
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建立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食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

门（农安）和公安“三安联动”监管工作机
制，推进监管、执法、检测、信息等资源共
享与合作，合力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
程监管体系。

记者在各地走访发现，由于机构调
整、部门整合，各地食安办实际运行中出
现一定程度的职能弱化、协调能力下降
等现实问题，影响了部门联动的实施和
落地。“大食安治理”时代，为了更好地协
调“三安联动”乃至“多安联动”，所在领
域问题较多的食安委成员单位是不是应
进一步明确食安协调联系人和领导人，
以推动部门联动措施高效落地。

本报记者 马绍栋

“看到政府在大力整治，力度空前，心里踏实了！”刚刚过去的2015年被称为史上空前大力度抽检高频率曝光的一年，国抽省抽市
县抽，可谓时时有抽检、周周有曝光。这无疑赢来消费者力度空前的点赞。

“这么多被曝光的知名大超市，怎么连基本的进货检验设备都没有，政府能否给大超市提点硬要求？”安心之余，消费费者还希望
“光曝光还不行，能否多针对抽检发现的重点问题、系统难题一个一个治！”如何以问题为导向加强风险管控、深度治治理也成为公众对
食安山东建设的新诉求。

防“泔水猪”治“地沟油”

餐厨垃圾处理：能否环环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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