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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合合四四部部门门，，重重组组食食药药监监
今后食品药品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将统一监管管理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王
晏坤 李楠楠 ) 5日，记者从
烟台市政府获悉，烟台将重新
组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负责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
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
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不再
保留单设的市政府食品安全工
作办公室和原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食品安全涉及从农田到餐
桌各个环节，此前采取的是多
部门分段管理模式。但多年来，
诸如“毒豆芽”、“瘦肉精”等食
品安全事件的出现提示多部门
分段监管容易导致“食品安全
缝隙环节无人管”的问题。

烟台市政府此前下发的《关
于改革完善全市食品药品工商
质监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提出
了调整部门管理体制的意见。现
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
的各区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下放
所在区管理，行政编制分别纳入
同级行政编制总额，事业单位编

制分别纳入同级事业编制总额；
资产、债务、非税收入和财务经
费由同级财政部门管理。另外，
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烟台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为烟台市政府
工作部门。

调整了部门的管理体制，就
为整合部门扫清了体制障碍，在
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
制的前提下，烟台将组建新的烟
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
是将市政府食品安全工作办公
室的职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的职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
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
责、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生产环
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进行
整合，重新组建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挂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牌子)。

据了解，重新组建的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市政府工
作部门，负责对生产、流通、消
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
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另外，不再保留市政府食品安
全工作办公室和原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同时，也将对食品药品监
管执法队伍进行整合，将烟台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局负责
食品安全监管的执法人员、编
制划转至烟台市食品药品稽查
支队。

市辖区、烟台开发区、县级
市和长岛县在整合食品药品监
管和质监部门现有食品药品监

管执法力量的基础上，组建食
品药品稽查大队，承担本辖区
食品药品监管执法工作。

在整合食品检验检测机构
方面，将烟台市食品药品检验
所、市及各区(不含牟平区、福
山区)质监部门所属的食品药
品检验检测资源进行整合，组
建烟台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
心，由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管理。不再保留烟台市食
品药品检验所。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孙鹏群 于梦华) 3日，在
烟台市《关于改革完善全市食品药
品工商质监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
下发后不久，福山区召开了食品药
品工商质监管理体制改革部署会，
宣布将组建新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负责对该区生产、流通、消费环
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
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福山区对重组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先行先试，还将在镇(街
道)分别设立7个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所，为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派
出机构，承担区域食品药品监管和
行政执法工作。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姜笑文 于海静 ) 5

日，市社保中心公布了全市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划片管
理明细表，全市确定了120家居民
普通门诊定点医疗机构，参保居民
可查询划片明细表到所辖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报销。

据介绍，此次全市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统筹覆盖范
围非常全面，除在校大学生外的城
镇居民参保人员，学龄前儿童、在
校中小学生、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
岁的老年居民及其他参加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的成年居民均已纳入
普通门诊统筹。在本市城镇基本医
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确定
了120余家城镇居民普通门诊统筹
定点医疗机构。具体划片区域可登
录 市 人 社 局 网 站 h t t p : / /
rshj.yantai.gov.cn/进行查询。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王晏坤)

当前，烟台市正处在转方式调结
构的关键时期，市政府也适时提出
了《进一步加强市级政府投资重点
项目建设监督管理的意见》。

《意见》要求，市级政府投资重
点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基本
建设程序，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
作；按照已批准的建设规模、标准
和投资额及项目内容、功能组织实
施项目建设。

据了解，在市级政府投资重点
项目建设上，将对在项目建设中出
现重大安全、质量、环保事故，或未
经批准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投
资规模，或在项目招投标活动中出
现违法违纪行为，或在项目资金使
用中出现转移挪用、侵占等行为，
经查属实的，严肃追究当事单位和
当事人的直接责任。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王晏
坤) 5日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小
寒”，当天在冷空气的作用下，烟
台开始出现降温。

据烟台气象台发布的预报
显示，6日白天烟台晴到少云，有
霾，最高气温沿海7℃，内陆9℃；
6日夜间到7日白天，晴转阴，7日
白天局部有小雨，0℃到8℃；7日
夜间到8日白天，阴有雨夹雪，北
风4到5级，-4℃到4℃。

另外，9日到15日期间，有两
次弱冷空气影响过程，预计出现
在12日和14日前后，降温幅度将
在6℃以上，市民朋友应提前注
意预防。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李
园园 通讯员 烟佳 ) 5日，
记者从烟台市物价局获悉，在
对烟台市属中小学及大中专院
校(职业学院)进行的教育收费
专项检查中，发现了10所学校
存在乱收费等问题，查处违价
金额2900余万元，已责令学校
把多收费用退还给学生。

据烟台市物价局介绍，在对

市属中小学及大中专院校(职业
学校)教育收费进行的专项检查
中发现，个别学校没有执行烟台
市“从2013年秋季学期起，我省将
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范围扩大
到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所有全日
制正式学籍在校生”的规定，违
规收取中专生秋季学费2245500

元。还有5所大中专院校未按规
定据实与学生结算购买教材的

款项，应退余款而未退，涉及金
额有23424014 .29元。

另外，部分学校向学生收
取就餐卡工本费，校园一卡通
工本费等，涉及金额48273元。
还有部分学校未按规定及时与
学生结算购买公寓生活用品的
款项，应退余款而未退。

据介绍，此次教育收费专
项检查，共检查了大中专院校、

职业学院34所，其中有问题的
学校10所，查处违价金2925 . 052

万元。烟台市物价局已责令相
关学校在规定时限内将多收钱
款退还学生，并制作有学生签
字的退款详单以备查验。对在
规定时限内未退还多收价款的
学校，将对其公开曝光，张贴公
告，责令限期退款，并依法作出
相应处罚。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孙健 ) 自1月4日起，购买春
运车票进入白热化阶段，抢
票大战“硝烟四起”。记者通
过登录12306网站查询发现，
春节越来越近，热门车次的
车票也越来越紧张，20日以
后发往西安、佳木斯方向的
列车连无座票都已售罄，烟
台至贵阳方向有零星余票，
票源十分紧张。

据了解，不少用工企业在
小年之前放假，因此小年前后
是务工人员返乡的高峰。记者
从烟台火车站了解到，从农历
小年(1月23日)开始，通过铁路
出行的客流一天比一天多，客
流高峰将持续一周左右。

记者登录12306网站查询
发现，烟台发往河南、陕西方
向的K1130次列车以及烟台开
往东北方向的K1392次列车车

票空前火爆，自20日到24日的
全部车票均已售罄，连无座票
都没剩下，其中K1130次更是
创造了自1月12日至今无余票
的售票记录。除上述两趟列车
外，发往湖南、贵州方向的
K1204次列车还有零星车票，
票源紧张。烟台发往省内各市
及去往北京、南京、上海、广州
等大城市的票源比较充裕，市
民可轻松购票。

福山区率先启动

组建工作

普通门诊划片

市民可就近报销

烟台加强监管

政府投资重点项目

相关新闻

教育收费大检查

1100所所学学校校乱乱收收费费，，查查出出22990000余余万万元元

烟烟台台春春运运抢抢票票大大战战打打响响
东北西安方向一票难求

你问我答
问：市民朱先生在网上买

了一张20日去往佳木斯的火车
卧铺票，但因工作原因，他要将
车票改签到25日，已经换取纸
质车票，改签时间让他犯了难，
是提前20天改签还是提前18

天？改签后还能得到卧铺票么？
答：烟台火车站工作表

示，网上购票换取纸质车票后
便不可再网上改签，通过车站
售票窗口改签时，也要遵循窗
口售票提前18天的原则。另

外，小年后的东北线路异常火
爆，一般来说难有卧铺票。

工作人员支招，朱先生可先
在网络上正常购买25日车票，如
果抢到卧铺则退掉20日的车票，
如果抢不到，再在8日改签车票。

“小寒”节气到

烟台应声降温

5日，虽为“小寒”节气，但在第一海水浴场，一群冬泳爱好者不畏寒冷洗海水浴，庆祝即将到来的春节。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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