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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上半年，区市场监管局在区委区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下，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围绕“抓开局、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主题，不断强化食品药

品、特种设备、百姓消费三大安全监管，努力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全区未发生系统性、区域性和重大安全事故，安全形势继续平稳向好。为进一步总结经验、补齐短板，

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区市场监管局对全区三大安全的总体情况、热点特点、措施成效和下一阶段工作思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形成了安全状况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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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

2016年上半年，区市场监管局
围绕上海市食品安全城区创建工
作，继续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
制，认真践行“四个最严”和“四有两
责”的工作要求，全面推进食品安全
监管工作。共出动食品监管人员
21388人次，监督检查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 10694户次,立案查处食品
类案件201件，结案 116件（含简易
程序 32件），罚没款入库 183.27万
元；开展食品各环节监督抽检 1282
批次，抽样检验总体合格率为
96.49%；开展食品快速检测 3083项
次，阳性检出率 2.01%；共妥善处置
食品类投诉举报 1451件，办结率
100%。全区没有发生集体性食物中
毒事故和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食品
安全状况总体继续处于有序可控、
稳中向好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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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相对人基本
情况

目前，区内持有有效许可证的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9032家，其中食
品生产企业 17家，食品流通单位
5949家，餐饮服务单位 3066家；食
品添加剂生产企业1家；食品相关
产品生产企业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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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

半年来，全区在食品生产、流
通、餐饮服务领域共核发新证 492
张，变更423张，延续 1045张，注销
225张。其中，共延续《食品生产许
可证》6张，注销 5张；共核发流通
类《食品经营许可证》293张，延续
493张，变更 263张，注销 135张；
共核发餐饮类《食品经营许可证》
199张，延续 546张，变更 160张，
注销85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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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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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抽检和快速检测情

况

上半年，本区共监督抽检各类
食品样品 1282件，其中合格 1237
件，合格率为 96.49%。快速检测
3083项次，阳性率为2.01%。

其中，食品生产环节共抽检各
类食品 21件，总体抽样合格率为
100%。开展生产环节快速检测 10
项次，阳性发现率为0。

食品流通环节共抽检食品
442件，抽检不合格 3件，总体合
格率为 99.32%。开展流通环节快
速检测 1701项次，阳性发现率
0.12%。不合格食品的主要原因:一
是理化指标不合格,主要涉及酸
价、亚硝酸盐、铝超标;二是微生物
指标不合格,主要涉及禽肉、糕点、
散装熟食中指示性微生物项目不
合格;三是兽药残留和农药残留超
标。

餐饮服务环节共抽检 819件，
抽检不合格 42件，总体合格率为
94.87%。餐饮服务环节快速检测
1372项次，阳性发现率4.37%。抽检
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一是餐饮即食
食品表面环节（含餐饮具）、色拉、熟
肉制品、现制饮料、生食水产品、面
包糕点等指示性微生物超标;二是
熟肉制品中亚硝酸盐、合成色素等
食品添加剂超标。

对抽检不合格单位处置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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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情

况

截止到7月31日，本区开展日
常巡查、监督检查和专项执法检查
共计10694户次，立案 201件，结案
116件（含简易程序 32件），累计罚
没款入库金额183.27万元。

检查食品及保健品生产企业
85户次,立案1件。

检查食品流通经营户 6319户
次，立案28件，累计罚没金额 23.61
万元。

检查餐饮服务单位 4290户次，
立案 172件，累计罚没金额 159.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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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衔接情况

建立健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严厉
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保持
了监管高压态势。2016年上半年，
有3件食品违法案件按照行刑衔接
程序移送至公安。其中，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2件，抓捕犯罪嫌疑人 2人；
销售超保质期食品1件，目前公安
机关正在调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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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及公

示工作

上半年，对全区食品及食品添
加剂生产企业全部实行量化分级管
理，A级企业 4家，占 22.22%；B级
企业 5家，占 27.78%；C级企业 9
家，占50%。

依据分类分级规定，4家食品
相关产品生产企业全部为A级。

对 2918户餐饮单位进行了监
督检查并公示检查结果。其中笑脸
（良好）845户，占 28.96%；平脸（一
般）2042户，占 69.98%；哭脸（较差）
31户，占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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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保障

上半年，区市场监管局周密部
署，密切协作，圆满完成了“两会”、

“花滑赛”等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
工作，保障餐次 33次，保障人数达
8248人次，未发生一起与重大活动
供餐单位有关的食品安全和食物中
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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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

上半年，组织开展了火锅店汤
料、春季开学学校食堂、网络订餐、
流通环节食品等4项全区范围内的
专项整治行动，规范了食品生产经
营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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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锅店汤料非法添加专

项整治

为加大对在火锅底料或者调味
料中添加罂粟壳，罂粟粉等非食用
物质以及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
为的打击力度，开展了为期一个月
的火锅店汤料非法添加的专项整
治。出动检查人员190余人次，检查
火锅类餐饮单位91户，检查中查见
4户火锅经营单位存在未建立食品
原料的索证索票、台账登记及登记
信息不全等违规行为，均已责令相
关单位立即整改。共抽检火锅底料
7件，罂粟成分快检 49件，检测结
果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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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开学学校食堂检查

2月 18日至 3月 18日，组织
开展春季学校食堂专项检查，分成
全面检查、复查整改和全面总结三
个阶段进行。通过督促各级各类学
校共计277所食堂开展自我培训和
自查自纠，对各级各类学校食堂、学
生盒饭生产单位按照 SOP标准规
程开展全项目全覆盖监督检查，在
检查完成后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点
评。在全区学校食堂中全面落实食
品安全信息追溯要求，对餐饮追溯
系统进行深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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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订餐单位资质核查

上半年，根据市食药监统一部
署，对“饿了么”、“美团外卖”、“到家
美食会”、“大众点评”等 10家网络
订餐平台上的经营地址在我区的近
4000家餐饮单位开展了 4轮资质
核查。发现无证单位 1239户次、超
范围经营 46户次、许可证超期 11
户次、查无实处554户次。将核查中
发现的相关问题商户抄告市局，督
促相关平台对其下线处理，同时对
相关单位进行了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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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环节食品经营环境

和现场制售卫生规范专项检查

2月 4日到 3月 30日，为规范
流通环节食品经营环境和现场制售
卫生要求，有效防范和消除食品安
全隐患，开展了专项整治。共出动执
法人员556人次，检查大卖场 30户
次、标准超市 53户次、便利店 119
户次、食品现场制售经营户 38户
次、其它食品经营户112户次，处理
相关投诉举报11件。检查中各经营
户基本都做到了规范经营，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部分超市的熟食未在专
间内改刀，个别从业人员的健康证
存在过期情况，均已开具了整改通
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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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风险交
流情况

上半年共编写发布《舆情日报》
119期，每月在区政府网站和《食品
药品安全报》等平台主动公开各类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在上海市
食药监局门户网站公示行政处罚信
息。“徐汇食话食说”微信公众号一

周两期图文推送，通过“食事速递”、
“食事荟萃”、“食事互动”等栏目发
布舆情快报、消费提示和预警信息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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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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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餐饮综合治理

以“五违”综合治理为契机，区
市场监管局对无证餐饮整治进行全
面部署，对拆违地块、居改非无证经
营开展集中整治。通过全面排摸辖
区拆违地块及重点区域、重点路段
内的经营户、经营业态、房屋权属、
租赁情况和安全隐患等情况，联合
街镇和其他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综
合采取约谈、处罚和取缔等处置方
式。截至6月30日，消除食品类无
证无照经营户 193户,拆违地区立
案32件，其他区域立案6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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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实施电子化监管

上半年，全区 230所幼儿园和
中小学食堂已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54家菜场安装使用了肉菜追溯系
统，所有在生产的食品生产企业，
256家食品批发企业、超市、农贸市
场等食品流通企业，722家中央厨
房、集体用餐配送企业、连锁餐饮单
位等餐饮单位使用了食品安全溯源
系统；3家废弃油脂收运单位、1457
家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纳入餐厨
废弃油脂信息管理平台，通过餐厨
废弃油脂信息管理系统进行闭环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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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餐饮单位“明厨亮

灶”工程

上半年，继续推广“明厨亮灶”
工程，通过透明玻璃窗或视频显示
等方式，将餐饮服务的重要场所和
关键环节对外展示，主动接受消费
者实时监督。截至6月 30日，已有
124家餐饮单位推行了该项做法，
使食品安全真正“看得见、摸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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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设立食品快检实验室

在基层所建立食品快检实验室
的基础上，辖区内 4个超市、2个农
贸市场、1个批发市场、1个食品商
贸企业、3家餐饮单位建立了食品
快检实验室。政府对这些快检实验
室提供人员培训和耗材补贴，企业
可以利用快检实验室自查自纠，将
安全监管的关口前移到进货环节，
有利于增强企业责任意识，及时发
现问题产品；同时又对群众开放，接
受购买食品相关项目的快检服务，
让百姓消费得安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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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社会力量开展隐患

排查

长桥街道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
所，组建由居委干部组成的社区食
品安全管理员队伍，定期开展食品
安全监管的知识培训和现场带教。
这支队伍对照“社区食品安全检查
表”，对辖区内的菜场、超市进行检
查，将食品安全管理从小区内延伸
到社区外围，由过去的单一行政执

法部门执法，转变为执法检查和市
民检查相结合，既宣传了食品安全
知识，又切实保障了居民“舌尖上的
安全”。上视新闻坊栏目、新民晚报
等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在进行总
结后，下一步拟在全区推广这一举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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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第三方力量强化食

品安全管理

辖区内美罗城、港汇、正大乐
城、环贸广场、南站商业广场等楼
宇、广场餐饮单位多，人流密集，是
餐饮监管的重点区域。这些商业场
所都有统一的物业管理，在区市场
监管局的指导下，物业管理方发挥
自身管理优势，通过制定相关规章
制度，加强日常巡查，奖惩并用，强
化食品安全管理。物业在日常巡查
的过程中，对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
餐饮商户进行处罚；若有违法商户
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也会受到物
业的第二重处罚。物业部门还协助
监管部门推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明厨亮灶”工程，通过一定的鼓励
措施，推进企业积极配合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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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食品安全宣传覆盖面

联合区有线电台循环播放创建
宣传片，联合《徐汇报》就创建食品
安全城区工作对时任区长鲍炳章进
行了专访，并制作创建工作专版，提
高创建的影响力和公众知晓度。开
展 3.5学雷锋日、3.15消费者权益
保护日、6月食品安全宣传周等主
题宣传，组织群众参加市食品安全
知识竞赛，参观区食品药品检验实
验室；在学校里组织食品安全知识
讲堂教案评比活动，提高学生及其
辐射的家庭人员食品安全知识知晓
率。组织以食品安全为主题的城市
定向活动，首次将线上跟拍直播和
线下活动体验相结合，以游戏互动
的形式，让年轻白领寻找区内的食
品安全点，为徐汇食品安全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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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举报

2016年上半年，共受理食品类
投诉举报1451件。其中，生产环节
29件，占 2.00%;流通环节 523件，
占 36.04%;餐饮环节 899件，占
61.96%。按反映情况统计，排名前五
的分别是无证经营 493件、产品质
量117件、餐后不适 152件、职业打
假126件、食品感官异常12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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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阶段主要工作
措施

下阶段，要继续围绕创建食品
安全城区的主题，全面落实食品安
全“四有两责”，坚持问题导向，以群
众满不满意为标准，进一步夯实基
础，提升监管成效；严格防控集体性
食物中毒事件，保持食安稳定态势；
建设信用体系，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加强宣传工作，营造浓厚社会氛围，
全面完成创建上海市食品安全城区
各项工作。

2016年上半年度
徐汇区食品安全状况分析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