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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我省严查食品企业违法违规行为

食食企企内内部部员员工工举举报报最最高高奖奖3300万万
本报济南6月16日讯（记

者 李钢 韩笑） 16日，山
东省2015年食品安全宣传周
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为及
时发现食品企业的违法违规
行为，我省正式启动了“2015
食安山东吹哨人行动”，鼓励
企业内部员工举报企业违法
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重奖
举报人，最高奖励30万元。

16日，由省食安委各成
员单位、行业协会、生产经营
企业代表、新闻媒体代表等
全社会广泛参与的2015年山
东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
动，副省长王书坚出席仪式
并讲话。

在启动仪式上，省食安
办、省农业厅、省海洋与渔业
厅等相关部门介绍了我省在
确保食品安全方面采取的措
施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省
公安厅通报了打击食品犯罪
的情况。大众报业集团党委
副书记、齐鲁传媒集团总经
理赵念民作为媒体代表进行
了发言。基层监管人员、企业
代表等也就如何确保食品安
全发表了意见建议。

启动仪式上还同时启动
了“食安山东——— 全国媒体
山东行”活动，来自全国的十
余家主流媒体组成的采风团
将奔赴全省基层一线实地调
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建
军为采访团授旗。

省食安办主任、省食药
监局局长马越男介绍，为确
保餐桌安全，新修订的《食品
安全法》将于今年10月1日正
式实施，新修订的食安法增
加条文50条，内容做实质性
修改的达70%，被称为史上
最严的《食品安全法》。马越
男表示，我省将结合实际，积
极推动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食品摊贩等地方性立法，
并对已有的法规规章进行清
理和修订，加快健全完善监
管制度和标准体系，确保法
律的各项要求真正落地。

为了进一步提高监管力
度，在启动仪式上，我省还正
式启动了“2015食安山东吹
哨人行动”。

从2015年6月开始，山
东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向食
品生产企业员工发布“告食
品生产企业员工书”，鼓励
食品生产企业内部员工勇
当“吹哨人”，及时举报食品
生产单位添加非食用物质、
滥用添加剂、使用过期伪劣
食品原料等不法生产行为。
一经查实，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将重奖举报人，最高奖励
金额30万元。

““食食安安山山东东””质质量量诚诚信信联联盟盟
紧紧密密型型会会员员已已超超7700家家

本报济南6月16日讯（记者
李钢 韩笑）“食安山东”

质量诚信联盟自去年成立到现
在，联盟紧密型会员已达到70
余家。联盟成立后，还推进了

“食安山东”消费观察团走进企
业等一系列活动。

2014年全省食安周期间，
齐鲁晚报牵头发起的“食安山
东”——— 山东食品行业质量诚
信联盟，得到了青啤、汇源、蒙
牛、西王食品、益海嘉里、东阿
阿胶、景芝酒业、好当家、东方
海洋等上百家驰著名食企的积
极拥戴。

一年来，随着“食安山东”
各项活动开展，先后吸收了国
井集团、荣丰集团、阳春乳业、
鲁樱食品、保龄宝、东君乳业、
圣元、惠氏营养品、君乐宝等企
业，联盟紧密型会员已达70余
家。联盟已与奶业饮品协会、省
消费者协会、质量评价协会、企

业信用与社会责任协会、诚信
文化促进会等建立长期战略合
作关系。

联盟成立后，组建了“食安
山东”媒体观察团并完善消费
观察团，2014年与省发改委共
同发起组织了“转型升级”———
全国媒体看山东活动，其中重
点组织全国20家主流媒体对山
东西王食品、圣元乳业、东阿阿
胶等山东科技创新型食品企业
进行重点采访报道。

联盟理事长单位东阿阿胶
副总裁尤金花介绍，2014年，联
盟长期推进“食安山东”消费观
察团走进企业等核心活动。配合
省安办、食药监管局“食安山东”
品牌示范创建活动推进，齐鲁晚
报持续开展了“‘食安山东’消费
观察团走进企业”等系列活动作
为长年主打活动，先后开展了

“食安山东”周游列国活动。
此外，联盟配合省局于春

节前“百日严打”行动期间，开
展了“食安大家谈”、“局长热线
日”、有奖举报等活动，并于今
年3·15期间开展了省食品检验
研究院公众开放日活动。

“2015年，‘食安山东’质量
诚信产业联盟将继续协助省食
办、食药监管局策划组办2015
全省食安周系列活动，相关系
列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展开，并
做好第二届‘食安山东’论坛。”
联盟理事长单位景芝副总裁来
安贵介绍。

此外，联盟还将推出“食安
山东”官方微信；强力配合做好

“食安山东”标志标识的发布及
宣传推广；细化“食安山东”常
规系列活动；注册备案食安山
东诚信联盟，围绕联盟企业及
品牌创建示范典型做好品牌引
领宣传，开展联盟参观互访交
流活动，组织联盟企业资源交
流与互换活动。

史上最严食安法

国庆起实施
今年4月24日，全国人大通过

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新增
条文50条，内容做实质性修改的
达70%，将于10月1日施行。这号
称史上最严的食安法到底有哪些
亮点呢？

高毒农药禁用于果

蔬茶叶

【法律规定】国家对农药的使
用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不得使用
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禁止
将剧毒、高毒农药用于蔬菜、瓜果、
茶叶和中草药材等国家规定的农
作物。

食品安全可全程追

溯

【法律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
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建立食品
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
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采用
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经营
信息，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网上卖食品必须“实

名制”

【法律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
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
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
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

婴儿乳粉配方必须

注册

【法律规定】婴幼儿配方乳粉
的产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注册时,应
当提交配方研发报告和其他表明
配方科学性、安全性的材料。

危险食品得召回

【法律规定】食品生产者发现生
产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或有证
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
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
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
者和消费者……食药监部门认为
必要的,可以实施现场监督。

添加剂不许可不得

生产

【法律规定】国家对食品添加
剂生产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
添加剂生产,应当具有与所生产
食品添加剂品种相适应的场所、
生产设备或设施、专业技术人员
和管理制度,并依法取得食品添
加剂生产许可。

婴儿乳粉配方须注

册

【法律规定】婴幼儿配方乳粉
的产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注册时,应
当提交配方研发报告和其他表明
配方科学性、安全性的材料。

监管不到位，责任人

将“被辞职”

【法律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县级以上食药、卫生、质监、农业
等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降级或撤职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造成严重
后果的,其主要负责人还应当引
咎辞职:隐瞒、谎报、缓报食品安
全事故;未按规定查处食品安全
事故……

本报记者 李钢 整理

本报济南6月16日讯（记
者 李钢 韩笑） 16日，在
2015年山东省食品安全宣传
周启动仪式上，省食安办还
正式对外发布了“食安山东”
品牌标识。

据悉，为提高山东食品
整体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

“食安山东”省域整体品牌形
象，省食安办自2014年8月在
全国开展“食安山东”形象标
识作品公开征集活动。征集
活动开展以来，在全国范围
引起强烈反响。共收到来自
北京、广东、重庆、西藏等25
个省、市、自治区的应征作品
347份。经专家对征集的作品
严格评选，最终确定了“食安
山东”品牌标识。

相关新闻

“食安山东”标识

正式发布

■标识以汉字“山”、“人”、“良”、“食”、朝阳、盾牌、公章为基
本设计元素巧妙融合而成；
■汉字“山”明确山东的地域名称；
■汉字“人”结合“良”构成“食”字，体现人良为食，以及用良
心做食品产业才安全的内涵；
■朝阳，象征食品产业、朝阳产业蒸蒸日上的发展前景，同
时寓意山东人锐意进取、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中间食字以盾牌的形态来呈现，体现守护食品安全的内
涵；引申出政府对食品安全的责任；
■整体造型类似一个公章，代表政府、权威、公信力；
■标识以绿色为标准色，象征环保、健康、希望、欣欣向荣。

相关链接

食食品品安安全全要要落落实实企企业业主主体体责责任任

新《食品安全法》10月1日
即将正式实施。“这是食品安全
生产、经营、监管领域的最高法
律，是一部‘大法’。因此，学习
和执行这部法律显得尤为重
要。”省安办副主任、食品药品
监管局副局长王建政说。

王建政认为，行业协会、
龙头企业要带头组织干部职
工进行学习、培训，真正掌握
新食品安全法的基本条款，企
业要切实承担和落实其主体
责任。诚信联盟建立的基本理

念就是以诚信为主，要让更多
诚信度高的企业加入到联盟
中去。

“讲诚信，关键要落实企业
的主体责任，这对企业来说，是
个良心工程。我们的食品要靠
社会上的食品生产企业生产，
各企业、联盟成员不能把落实
主体责任当成一句空话，要不
断向企业进行安全方面的培训
和管理。要看企业的进货是不
是安全，管理是不是到位，内部
监测是不是符合标准，生产的

产品是不是能保障食品安全。”
王建政说。

在他看来，有一些企业，在
这些方面还是存在缺陷的。而
在近期，要建立一套最严格的
追溯体系。此外，王建政认为，
企业要勇于接受社会各界的监
督和评价。“以前的企业多是封
闭式的，不愿意见媒体和群众，
不愿意透露产品生产信息。今
年，会陆续出台让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的政策措施。”

本报记者 韩笑 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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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山东——— 全国媒体山东行”媒体采风团授旗。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食安山东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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