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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绍栋

春节刚过，我省食品安全
领域的一条新闻备受关注：省
农业厅、省公安厅和省食药监
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韭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通知》，将
对全省韭菜种植面积、分布情
况、市场流向、流通方式、外省
流入量等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摸底并登记造册，凡种植面积
在0 . 5亩以上的地块，都纳入
统计范围，绘制全国首张精准

“韭菜地图”，争取在2016年完
成网格化监管。

与以往全面出击、量大面
广的专项整治不同，这次专门

将目标聚焦在韭菜这一个单
品上，可以说打击更为精准，
从各个容易出现漏洞的环节
发力，立足于从根本上消除病
灶，这一点十分值得肯定。

综合梳理去年食品质量
监督抽查信息可以发现，以韭
菜等为代表的叶菜农残超标
严重，几乎月月上“黑榜”。在
上半年食药监部门组织的食
品安全监测中，济南被抽检的
7个批次的韭菜全部农残超
标。而在坊间，“市场上的韭菜
都不能吃了”的说法更是人尽
皆知，韭菜问题如此突出，确
实应当纳入“专项”整治。

重心指向源头当然没错，

然而相较于农业部门所说的
“韭菜地图”，笔者认为还需更
大力度的“严刑峻法”。既然韭
菜多次被曝光，超标项目非常
清楚，为何屡抽屡犯？这说明
生产经营者对农残超标的认
识仍然没有到位，对公众食品
安全和相关法律法规仍然缺
乏敬畏，这就需要强有力的打
击处罚。

其实在农业投入品领域
重拳治乱的案例我省各地并
不罕见。以蔬菜大市寿光为
例，作为蔬菜输出大市，菜品
质量事关全国，因此当地政府
痛下决心对农业投入品狠加
整治。“一旦发现卖违禁农药

直接抓人，倒查到种植户，直
接旋耕机铲平土地。抓了一批
人，判了一批典型案子”，此后
全市农药安全形势得到根本
性扭转。同时，寿光也对当地
面向全国的蔬菜批发市场建
立起抽检制度，发现流入的菜
有问题倒查全国。

因此，对韭菜的整治，绘
制地图是基本要求，在此基
础上还需配合多部门联动的
严格执法，一旦出现问题能
倒 追 到 源 头 找 到 相 关 责 任
人，并将查处情况大范围公
开曝光，按照史上最严《食品
安全法》的要求扎牢史上最
严的监管网。

本报济南2月28日讯（记者 马
绍栋） 记者从省食药监局了解
到，为了更好地改进监管方式，我
省食药部门将推行随机抽取被检
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的“双
随机”抽查机制，切实提高监管的
有效性、针对性，让有限的监管资
源发挥出最大效能，努力达到监管
高效、企业便利、质量安全的效果。

在新的食品安全形势下，政府
监管面临各种挑战。省食药监局局
长马越男介绍说，今年我省将在创
新和改进监管方式上下功夫，让有
限的监管资源发挥出最大效能。为
此全省食药监管部门将积极探索

“双随机”模式，把全部监管对象纳
入随机抽取检查的范围，制定完善
抽查事项清单，合理确定随机抽查
的周期和比例，一旦发现问题，就
彻查根源、予以严处，并及时公布
查处情况，形成强大震慑效应，督
促企业自觉履行法定义务，让每个
生产经营主体的头上都始终悬着
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省食药监局长马越男：

探索推行“双随机”

抽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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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安全备受关注的当下，
公众对政府加强监管充满期待，然
而在监管资源有限、不可能无限制
增加人力物力的情况下，既要通过
高频率、广覆盖的抽检及时发现问
题和潜在食安风险，又不能影响企
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如何平衡两
者成为考验政府监管模式的新课
题，而“双随机”抽查机制为此提供
了可能。

过去的一年，关于食品不合格
信息的大规模公开曝光成为常态，
然而萝卜快了不洗泥，一些监管的
新问题也不断浮现：部分地方出现
检查任性、选择性执法、人情监管
等问题；一些地方抽查全面发力，
执法人员工作压力居高不下，企业
也疲于应付，影响了正常生产经
营；还有些领域管得不严、不到位，
成为监管盲区……

毫无疑问，监管要有新思路。
“双随机”抽查机制随机确定检查
人员，企业有了压力，也减少了监
管部门寻租机会。通过不断完善形
成制度化，就相当于给执法人员戴
上“金箍”，不能想怎么查就怎么
查，“看谁不顺眼”就去检查，“跟谁
有关系”就放松检查，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同时，这种震慑效应的存
在也让作为责任主体的企业不敢
心存侥幸、冒险违规，增强了守法
自觉性。

“双随机”让

违法食企寝食难安

除除了了““韭韭菜菜地地图图””，，更更要要““严严刑刑峻峻法法””

抽检不合格？曝光、下架、封存、销毁、严罚还不够

揪揪住住不不合合格格，，追追到到地地头头鱼鱼塘塘猪猪圈圈去去

“章丘银座韭菜氧乐果超标56
倍，还怎么吃啊！”“大超市里的都
超标，其他农贸市场、社区菜市场
的菜就更不敢买了”……过去一年
来，随着抽检曝光成为常态，越来
越多的市民从开始的“叫好”变得
担忧，甚至有些“无所适从”。作为
消费者，期盼政府在查出问题后能
够从最前端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
决，彻底根治农残超标。

“一些商超将被检不合格的责任
都推到上游生产供货商头上固然是
不对的，但也指出了当前食安治理必
须强化源头的要害。”一位食品业内
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就食用农产品来
说，源头治理最根本的一是靠政府从
源头严管严控严打，二是靠改变当
前小、散、弱的生产模式，推动产业
向规模化、标准化升级。“组织化规
模化越高，主体责任就越容易明
确，政府也好监管，相反，散户越多
潜在的风险也越大，政府监管成本
高且容易出现‘盲区’。”

记者在位于生产最基层的昌
乐县庵上湖瓜菜专业合作社看到，
社里配备快检设备，社员产品如果
药残超标严重，土地可以直接没
收，而药残控制得好，合作社统一
提供的化肥价格、互助贷款等都给
予优惠。

在另一个食品大市威海，全市
基地直供比例达到85%，“三品一
标”认证面积占食用农产品产地面
积的60%以上。

记者从省食药监局了解到，省政
府已确定从今年开始启动食品安全
城市和食品安全先进县创建三年行
动计划。“源头安全显然是重中之重。”
省食药监局相关人士表示。

果菜农残超标？

要追根到地头
畜禽肉制品以及水产

品的兽药残留问题同样不
容忽视。一旦查出，不仅要
处罚被抽检不合格商家，还
要一口气倒查到前端生产
厂家的生产地监管部门，让
他们都警觉起来效果会更
好。

“你想多给鸭子吃药可
以啊，一旦出栏时超标厂里
就拒收，还要罚款。另外畜
牧局也来查，弄不好还要犯
刑法，坐牢！完全没必要。”
提到养殖行业滥用兽药的
问题，德州市临邑县刘庙村
肉鸭养殖户王富才直摇头，
原来他一直为六和集团养
殖“合同鸭”，从进鸭苗开
始，到饲料、兽药、疫苗、技

术指导再到出栏收购、加工
都由六和统一提供，他只需
要按照工厂的各项要求养
就可以。

临邑六和养殖服务公
司负责人高峰告诉记者，目
前公司与周边60公里范围
内约560户签订全年肉鸭养
殖合同，签约后，公司会派
服务人员负责整个养殖过
程的监管，监督饲养户填写
每天的饲养日志、用药情
况，一旦肉鸭不达标，公司
在拒收的同时还要罚扣质
量保证金，巡场人员也要

“连坐”，进行相应扣罚。
“其实大型规模养殖场

是可以通过科学管理保证
肉质安全的。否则，欧盟、日

韩等国的进口标准那么严，
我省肉制品出口不可能占
到全国一半。”我省养鸡业
巨头民和股份的董事长孙
希民表示，如果养殖场完全
按照养殖规程操作、保证用
安全药和在安全期内用药，
并在出栏前10-14天里(禁
药期)不用药，药物残留是
不会超标的。

青岛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宝维
教授表示，畜牧及水产品源
头治理从产业层面讲要大
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养
殖，我省十三五将继续加大
力度，把中小散户挤出市场
或合并到大的规模养殖场，
实施统一化的体系管理。

猪圈、鱼塘源头有药残？一口气追到产地更有效

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
更是“管”出来的。

“作为监管者来说，为
了抽检而抽检，只解决一个
点上的风险远远不够，我们
要强化抽检结果的运用，将
其应用到具体的监管措施
中。”省食药监局综合处处
长王立河表示，通过抽检可
以研判潜在的系统风险，从
而延伸到产业链各环节的
执法过程，对问题食品追本
溯源。

对此，省食药监局局长
马越男态度鲜明：面对食品
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必须

打出重拳，形成震慑。她指
出，要用好新食安法“刑事
责任追究优先”、最高罚款
30倍、行政拘留等法定依
据，压实每一项打击任务。

此外，我省还将信息公
开作为监管执法“新利器”。
建立常态化公开曝光机制，
对市场主体的不合格产品、
违法事实、处罚结果等负面
信息，要及时发布、全面公
开，让违法者上“曝光台”、

“黑名单”，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无形之手”的作用，提高
违法成本，倒逼市场主体不
敢犯法。

“从去年执行情况看，
抽检曝光取得了应有的成
果，下一步能不能对查处情
况也进行曝光，让曝光名单
变为查处名单。”上述专业
人士表示，除了曝光不合
格的产品、厂家，还应当将
后续的不合格产品召回、
下架、销毁等处置情况及
时公布，所有处罚信息纳
入统一的企业信用监管平
台，成为食品企业终生不
得消除的信用污点，同时
方便企业、社会公众查询，
形成倒逼食企自律的强大
社会制裁。

大抽检大曝光很给力，再曝光执法查处结果更来劲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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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李岩侠

品牌工作室策划

食安思享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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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型商超、农贸
市场经营管理者诉苦不已：“上
端控不住，下端再急也控不
好。”

消费者也认为，执法部门
能不能揪住这一批批不合格结
果往下追、往前查？

我省监管部门人士表示，
必须结合每批每次抽检不合格
暴露的问题定向治理，并辅以
重拳执法打击，改事后重“查
处”为事前严“堵截”。

别光罚俺家，严管那些
种养户。

批
发
市
场
商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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