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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委会工作动态】 

罐头标准近期制修订动态 

《罐头食品金属容器通用技术要求》等 300 项国家标准发布 

 国标委于 9月 7日发布 2017年第 22号标准公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公路路线标识规则和国道编号》等 300项国家标准和 1项国家

标准修改单，其中包括《特香型白酒》和《罐头食品金属容器通用技术要求》等。 

【附件】与食品及饲料相关标准列表如下：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代替标准号 实施日期 

1 GB/T 14251-2017 罐头食品金属容器通用技术要求 GB/T 14251-1993 2018-10-01 

2 GB/T 14698-2017 饲料原料显微镜检查方法 GB/T 14698-2002 2018-04-01 

3 GB/T 17514-2017 水处理剂 阴离子和非离子型聚丙烯酰胺 GB/T 17514-2008 2018-04-01 

4 GB/T 20823-2017 特香型白酒 GB/T 20823-2007 2018-04-01 

5 GB/T 30357.6-2017 乌龙茶 第 6部分：单丛   2018-01-01 

6 GB/T 34221-2017 不锈钢水壶   2018-04-01 

7 GB/T 34238-2017 清洁蛋加工流通技术规范   2018-04-01 

8 GB/T 34249-2017 水处理剂 聚胺   2018-04-01 

9 GB/T 34256-2017 农产品购销基本信息描述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类   2018-04-01 

10 GB/T 34257-2017 农产品购销基本信息描述 茄果类   2018-04-01 

11 GB/T 34258-2017 农产品购销基本信息描述 薯芋类   2018-04-01 

12 GB/T 34259-2017 冬香薄荷   2018-04-01 

13 GB/T 34260-2017 夏香薄荷   2018-04-01 

14 GB/T 34262-2017 蛋与蛋制品术语和分类   2018-04-01 

15 GB/T 34266-2017 黄酒中氨基甲酸乙酯预防控制技术措施指南   2018-04-01 

16 GB/T 34267-2017 食用淀粉及淀粉制品生产管理规范   2018-04-01 

17 GB/T 34268-2017 啤酒玻璃瓶灌装生产线通用技术要求   2018-04-01 

18 GB/T 34269-2017 饲料原料显微镜检查图谱   2018-04-01 

19 GB/T 34270-2017 饲料中多氯联苯与六氯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2018-04-01 

20 GB/T 34271-2017 饲料中油脂的皂化值的测定   2018-04-01 

21 GB/T 34317-2017 食用菌速冻品流通规范   2018-04-01 

22 GB/T 34318-2017 食用菌干制品流通规范   2018-04-01 

23 GB/T 34321-2017 食用甘薯淀粉   2018-04-01 

【来源：国标委】 

 

豆类罐头、薯类罐头、八宝饭罐头、烤麸罐头、玉米笋罐头、罐头食品分类等系列罐头标

准起草工作会议在福建漳州召开 

2017年 9月 7日-8日由罐头分技术委员会在福建省漳州市组织召开了豆类罐头、薯类

罐头、八宝饭罐头、烤麸罐头、玉米笋罐头、罐头食品分类等系列罐头标准起草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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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厦门市质监局张成林处长、罐头标委会梁仲康主任委员、仇凯副秘书长、

厦门质检院高静主任以及企业代表合计 21人。 

会议由梁仲康主任委员以及仇凯副秘书长主持。 

梁仲康主任委员介绍了罐头行业基本情况及此次会议讨论的 5项标准概况，希望标委

会做好组织管理工作，特别强调希望罐头标准化更接地气；厦门质检局张成林处长介绍了

厦门标准化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参加标准化工作，同时会议讨论环节提出建议罐头标准加

强罐头质量特征指标的研究。仇凯副秘书长介绍了罐头标准十三五规划。东思源工程师介

绍了豆类、薯类、玉米笋、八宝饭、烤麸罐头五项标准立项及前期调研情况。其中，八宝

饭罐头和烤麸罐头由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标准立项，按照立项要求，2018年

底完成标准制修订工作；玉米笋罐头、豆类罐头、薯类罐头由中国绿宝集团提出标准立项，

按照立项要求，2019年底完成标准制修订工作。 

上海梅林陈军副总经理、福建绿宝郭卿珊经理分别介绍了五项标准制修订思路和起草

工作建议。会议逐项对标准制修订思路、基本定义、分类、指标框架设置、分工开展了细

致、认真、热烈的讨论。 

会议第二天重点讨论了罐头食品分类标准征求意见稿，对豆类罐头、薯类罐头、粥类

罐头的归属提出了修改建议。仇凯介绍了罐头食品保质期评价方法预研工作方案、罐头食

品保质期国内外法规现状、水果罐头流通管理技术规范立项情况，希望罐头行业企业积极

参与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实际参与到研究工作中。 

与会代表参观了绿宝生态工业园的食用菌工厂化种植示范车间。最后由梁仲康主任委

员作会议总结，他高度赞赏与会代表认真细致的态度，希望大家努力做好标准化工作，使

罐头行业更加健康的发展。 

感谢绿宝集团为会议提供的一切努力，感谢各位与会代表积极参与罐头领域标准化工

作！ 

 

【罐头标准立项】 

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申请金枪鱼罐头、食用菌罐头、涂料铁、海苔、荸荠罐头、开顶圆

罐规格系列国家标准立项，已通过标准委初核。 

国家质检总局下达 SN 行业标准计划：进口罐头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评审技术要求。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 2017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计划公示：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商业无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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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 年流通领域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 2017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7〕28号），商务部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了 2017 年流通领域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商务部办公厅 

2017年 7月 3日 

--------- 

2017 年流通领域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 

2017年流通领域食品安全工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

部署，按照国务院办公厅 2017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有关要求和分工，围绕完善流通

环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方式，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营造放心、安全、诚信

的食品安全消费环境，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抓好肉菜中药材等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5〕95

号，以下简称《意见》）和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重要产

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商秩发〔2017〕53号）要求，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

进重要产品追溯省级平台建设、标准和认证体系建设，尽早实现各部门、各领域追溯体系

互联互通。督促尚未完成肉类蔬菜、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项目的地区加快进度，

尽快完成建设任务。指导已建成的地区在前期试点基础上进行创新升级，增加追溯品种，

扩大覆盖范围，提高运行实效。抓好追溯体系建设和运行考核，组织好食品安全考核和“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追溯部分相关工作。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示范省市及供应链体系

建设试点地区要按照商务部、财政部有关文件要求，抓紧开展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工作。 

二、提升食品、农产品流通安全保障水平 

完善农产品冷链物流标准体系，做好标准化示范工作，发动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

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水平。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进口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继续完善大宗农产品进口报告管理系统，推进部分重点监测品

种进口来源和流向监控，督促合规进口。配合专业执法部门做好食品流通企业的食品安全

监管、风险评估监测、安全生产等工作，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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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食品流通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指导流通领域相关商协会建立企业信用管理制度，推动行业信用评价结果与信用报告

在促进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应用；引导有条件的商协会建立行业上下游企业诚信信息数据库，

公开行业“黑红名单”，形成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加大诚信经营宣传力度，推广企业

先进经验，曝光企业失信案例。强化追溯信用监管，建立可信数据支撑体系，确保追溯信

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建立追溯信息系统成熟度评价体系，从追溯数据链、检验检测、消

费者监督等方面，对企业及产品开展综合评价。 

 

四、加大流通领域食品安全宣传力度 

2017年，商务部将利用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部委主题日、“双安双创”成果展等平台，

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各地要按照《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 19部门关于开展 2017年全国食品

安全宣传周活动的通知》（食安办〔2017〕10号）要求，在宣传周期间（6月 29日至 7月

13 日），以“食为天、溯为安”、“追溯通、消费安”等为主题，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追

溯体系建设宣传活动，吸引社会公众广泛了解、使用追溯体系。宣传内容包括解读《意见》

等重要文件，宣传肉菜、中药材等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和运行成效，推广普及追溯知识

和理念等。同时，要做好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日常宣传推广工作，及时总结建设经验，

收集整理典型案例和做法，扩大追溯体系建设的参与度与覆盖面，形成政府积极推动、企

业踊跃参与、消费者主动选择的良好氛围。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职，落实责任，积极配合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切实做好流

通领域食品安全各项工作，不断提高流通领域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来源：商务部】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 10 部门关于加强食品安全谣言防控和治理工作的通知 

食安办〔2017〕23 号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总体状况稳定向好，社会共治氛围日益浓厚。但由于食品安全的敏

感性，传播媒介的多样性，舆论环境的复杂性，围绕食品安全的各类谣言时有发生，引发

社会公众担忧和恐慌，影响了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安全。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净化网络

空间，营造科学健康的消费环境，现就加强食品安全谣言防控和治理工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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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动公开政务信息 

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指农业、卫生计生、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下同）应

当严格执行“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及时公开准确、完整

的食品安全监管信息，挤压谣言流传的空间。新闻媒体、网站要以食品安全监管权威信息

为依据，及时准确客观做好涉食品安全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要大力开展食品安全科学

知识普及，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和质量安全管理能力。 

 

二、加强动态监测 

凡没有事实根据或者缺乏科学依据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均可判定为食品安全谣言。对

于这类谣言，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及时识别、抓取和整理，采取截图、截屏、保存视

频和链接地址等方式留存证据，追踪信源，对谣言制造者及时依法组织查处。 

 

三、及时组织辟谣 

谣言涉及的当事企业是辟谣的第一责任主体。对谣言明确指向具体企业的，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要责成相关企业发声澄清；指向多个企业或者没有具体指向的，要组织研判，采

取措施制止谣言传播，并采取适当方式澄清真相。要加强食品谣言的规律、特点分析，建

立谣言案例库，对类似谣言、季节性谣言，提高识别、判定的工作效率。 

 

四、落实媒体抵制谣言的主体责任 

新闻媒体、网站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涉食品安全新闻的

内容和导向管理，积极营造抵制食品谣言的社会舆论环境。网站要加大自查自纠力度，实

行全方位全流程把关，凡经权威部门认定的食品谣言，一经发现，应立即采取删除、屏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要及时清查发布食品谣言信息的相关平台账号，

对违规内容和评论一律不予通过，对严重违规的账号要严肃查处。 

 

五、积极稳妥开展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网站在加强食品安全正面宣传的同时，对相关违法企业和违法行为要开展

依法、科学、建设性舆论监督，有力促进解决食品安全存在问题。开展舆论监督要注意把

握平衡，要核实新闻信息，防止片面、虚假报道；对造成社会恐慌的不实报道，要严肃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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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责任。 

 

六、加强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管理 

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授权不得发布国家食品安全总体情况、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

不得发布、转载不具备我国法定资质条件的检验机构出具的食品检验报告，以及据此开展

的各类评价、测评等信息。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发现违法违规发布食品安全信息，应会

同有关部门依法严肃查处，并向社会公告。 

 

七、严惩谣言制造者 

各级网信、通信主管部门要督促网络运营者加强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严格执行网络

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及时采取警示、停止传输、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

严惩食品安全谣言的传播者。各地公安机关接到食品安全谣言报案后，应当依照刑法、治

安管理处罚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严厉惩处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涉嫌犯罪的，依

法立案调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谣言涉及的技术判定、检验检测等工作。要指导受到谣言侵害的食

品生产经营者收集、保存谣言侵权证据，依法追究谣言侵权方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

事责任。 

 

八、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 

各相关部门要明确本部门食品谣言治理工作牵头机构，指定联络员，报本级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办公室。各级食品安全办要建立谣言治理会商机制，及时商讨、协调谣言处置措

施。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中央宣传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 安 部 

农 业 部国家卫生计生委 

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17 年 7月 14日 

【来源：国务院食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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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食安办等 9 部门关于印发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安全办、公安厅（局）、商务主管部门、工

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新闻出版广电局、食品药品监管局、通信管理局、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四个最严”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食

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和进口单位履行主体责任的监管，严厉打击违规营销宣传产品功

效、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等违法行为，推动各地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强化企业守法诚信意识，

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消费安全，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组织实施。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 安 部 商 务 部 

工 商 总 局质 检 总 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17年 7月 7日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进一步加强

对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进口）行为的监管，强化企业守法诚信意识，严厉打击违

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消费安全，特制定本方案。 

 

一、治理内容 

（一）未经许可生产食品和保健食品、经营食品和保健食品、进口食品和保健食品行

为； 

（二）食品和保健食品标签虚假标识声称行为； 

（三）利用网络、会议营销、电视购物、直销、电话营销等方式违法营销宣传、欺诈



10 

销售食品和保健食品行为； 

（四）未经审查发布保健食品广告以及发布虚假违法食品、保健食品广告行为； 

（五）其他涉及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治理措施 

生产、经营、进口单位以及第三方平台经营者的主体责任。 

一是强化生产企业主体责任。食品、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

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标签标识和广告宣传真实、不含有虚假声称。

食品生产企业法定代表人是食品、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生产食品、保健食品应

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建立并执行原辅材料采购验收制度、生产过程安全管理制度、

贮存管理制度、设备管理制度，以及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和健康档案、从业人员培训、消费

者投诉受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不合格产品管理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保健食品生产企

业应当按照批准或备案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要求组织生产，未经批准不得变更。 

二是强化经营单位主体责任。食品、保健食品经营单位是所经营产品的直接责任人，

应当建立健全索证索票、审核查验等产品追溯管理制度，确保经营的食品、保健食品符合

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等的要求，确保销售食品、保健食品质量安全，确保销售食品、

保健食品标签标识真实、不含有虚假声称。经营食品、保健食品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没有实体店经营资格的企业，不得在网络平台上销售食品和保健食品。 

三是明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和相关方的法律责任。食品、保健食品交易网站、电视购

物频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等，以及为会议营销提供场地的宾馆、会场等开办者、出租者，

应当依法审查入场食品经营者的许可证，进行实名登记，对经营者利用其所提供的平台场

所进行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能及时制

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监督管理部门，可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 

四是强化广告发布单位的法律责任。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应当对食品、保健食品广告

加强审查，依法履行查验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的义务。发布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广告，

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由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

代言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

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其先行赔偿。广告代言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

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五是强化进口商主体责任。进口商对其进口食品、保健食品的质量安全、标签真实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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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法律责任，进口商发现进口食品、保健食品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有证据证

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立即停止进口并召回相关产品，并在第一时间报告当地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 

 

（二）切实落实属地管理职责。各地监管部门要按照区域为主、层级为辅的原则，加

强监督检查。 

一是对生产企业认真排查。重点检查无食品生产许可、不按照批准内容生产、擅自改

变生产工艺、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药物）、掺杂使假、产品标签标识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对检查发现存在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令停产停业、整改并召回相关产品。涉嫌犯罪的，

各部门要及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有检查和处罚结果均向社会公开。 

二是对经营企业认真排查。重点检查不具备经营资质、产品标签标识、宣传材料未经

批准声称保健功能、宣称具有疾病预防或治疗功能、含有虚假宣传功效等违法行为。对检

查发现存在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从严处罚。所有检查和处罚结果均向社会公开。 

三是对非实体店经营单位认真排查。重点检查通过电视购物、电话营销、会议营销、

网络营销等方式销售食品或保健食品单位的经营许可资质，以及超范围经营、宣称具有疾

病预防或治疗功能、欺骗、欺诈消费者等违法行为。对检查发现产品标签标识、网页宣传

中含有虚假宣传功效的，责令下线并召回相关产品，按照属地管理职责通知相关管理部门

处理。对未履行管理责任的电视台、报刊、互联网交易平台、宾馆、会场等第三方平台运

营商，转请相关管理部门调查处理。对涉外网站，转请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核实处理。涉

及进口产品的，通报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部门调查处理。所有检查和处罚结果均向社会公

开。 

四是对涉嫌非法添加、非法声称产品功效的产品进行抽样检验。加大对网络销售、会

议销售、电视购物、电话营销产品的抽检力度。重点是抽检：非食用物质（西布曲明、咖

啡因、酚酞、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盐酸二甲双胍、马来酸罗格列酮、盐酸吡格列酮、盐

酸苯乙双胍、格列本脲、格列吡嗪、洛伐他汀、氨氯地平和硝苯地平共 14 种）、农兽药残

留、微生物污染、重金属污染（铅、砷）、功效成分及标志性成分、胶囊壳中铬等。对检查

和抽检中发现的问题，应当依法予以处置：一是要查清问题产品来源和流向，责令生产企

业立即停止生产问题产品并进行召回，责令经营企业立即停止销售；对召回、下架的问题

产品要及时依法处置，防止再次流入市场；涉及其他地区的，及时通报相关部门采取控制

措施。二是深入开展调查取证，查清相关生产经营企业违法事实，依法从严处罚；涉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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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有抽检和处罚结果均向社会公开。 

五是加大对食品功能声称广告违法和虚假宣传的监管处罚力度。依法加强广告事中事

后监管，严厉查处未经审查发布保健食品广告以及发布虚假违法食品、保健食品广告等违

法违规行为。加大对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广告经营者、发布者的监督检查，督促

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切实履行广告审查责任。严肃查处食品广告中虚假宣传、疾病预防治

疗功效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对食品作虚假宣传且情节严重的，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

十条第五款的规定，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暂停销售该食品，并

向社会公布；仍然销售该食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

得和违法销售的食品，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于涉及欺诈和虚假宣传的食品、

保健食品广告，责令停止播出、下线，并通报相关部门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

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综合治理，实现社会共治。一方面，各地监管部门要联合新闻

媒体和相关行业组织，明察暗访，对发现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单位和相关平台运营商依法

从严打击，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和抽检检测中发现的问题企业、问题产品以及依法

处置信息等，进行公开曝光。同时，将被吊销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其法定代表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失信记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推

送到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鼓励群众对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违法行为投诉

举报，鼓励因上述违法行为受到身体、经济损害的消费者投诉。对各类投诉举报要及时受

理、快速核实、快速处理。对于投诉举报的案件线索，一查到底，生产环节的要延伸到经

营环节，召回相关产品，经营环节的要上溯到生产环节，彻查来源和其他销售渠道。工作

中注意部门间沟通协调，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举报有功人员按规定给予奖励。 

 

三、时间安排 

（一）检查整改。2017 年 12月 31日前，各地监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职责，按照本方

案规定完成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和检查，对发现问题的责令停止生产

经营直至整改到位。各省级食品安全办需汇总整理本地区整治工作情况，于 2018年 1月

15 日前报送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二）抽查检查。2018 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30日，根据投诉举报和抽检等情况，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将联合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和行业组织，组织对重点地区检查。对发现

市场混乱、治理措施不力的相关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和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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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保障 

 

（一）宣传引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联合新闻媒体和行业组织，广泛开展保健食品

常识的科普宣传，增加消费者健康养生常识、提高消费者对食品、保健食品的辨识和认知

能力，指导消费者科学选购。 

（二）通报协查。各地要按照《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印发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通知》

（食药监稽〔2015〕271号）和有关要求，建立相互沟通协调和通报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对于发现的食品和保健食品违规营销、非法宣传、非法添加、非法生产等问题，及时通报

相关部门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评议考核。各地治理食品、保健食品违规宣传产品功效、误导和欺诈、欺骗消

费者等违法行为的措施和成效，将纳入 2017年对省级政府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来源：国务院安全办】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开展食品安全督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6〕65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7〕

28 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

全，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环境，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定于 2017年 8月

26 日—9月 10 日期间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工作开展督查。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

克强总理的指示批示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任，提升食品

安全保障水平和能力，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3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3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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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二、督查内容 

（一）各地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食品安全党政同责要求的情况。 

（二）发挥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领导作用，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的情况。 

（三）严防严管严控风险，保障从农田到餐桌食品安全的情况。 

（四）加强基层监管能力建设的情况。 

（五）落实 2016年考核整改措施的情况。 

（六）其他需要督查的工作。 

 

三、督查方式 

（一）全面自查。各地区要对照督查内容，认真深入开展自查，全面梳理政策措施落

实情况，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主要不足和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以及完善有关

政策措施的工作建议，并提交自查报告。自查报告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反映问题、

提出整改措施及相关建议的篇幅应达到报告总篇幅的 60%。 

（二）实地检查。在各地区自查基础上，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督查组（以下简称督

查组）赴各地开展实地检查。督查组将采取听取汇报、核查资料、明察暗访等方式，了解

相关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对有关内容进行评议，就发现的问题向该省（区、市）人民政

府反馈，并提出整改建议。 

（三）结果运用。各督查组在督查后形成总结报告，既包括发现的问题和整改建议，

也包括好的经验做法。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根据各督查组工作结果起草报告，上报国务院食

品安全委员会。各督查组对有关内容的评议结果计入 2017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的最

终结果。 

 

四、工作安排 

（一）地点。对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在各省（区、市）

抽查 1—2个地市和 2个县区，抽查不少于 3家食品（含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 

（二）人员。组长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国务院食品安全

委员会专家委员会领导同志担任，成员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和地方食品安

全办抽调。人员名单及分组安排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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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度。各地区收到本通知后要迅速组织开展全面自查，8月 25 日前向国务院食

品安全办报送自查报告，同时报送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自查表、自查发现问题及整改措施清

单、相关工作建议清单，并通过考核信息系统完成 2017年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部分指标

的自评打分和材料上报。8月 26日—9月 10日期间，督查组赴地方开展实地检查。9月 13

日前，各督查组将督查报告和有关内容的评议结果报送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五、有关要求 

（一）各地区要高度重视，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开展相关工作。自查要实事求是，

严禁虚报、瞒报，凡发现弄虚作假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 

（二）各督查组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入基层、深入一线，

严肃认真开展工作，严格按有关标准和要求逐项核查。 

（三）督查工作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轻车简从，力戒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

发现违反工作纪律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2017 年 8月 10日 

【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国家食药监总局办公厅公开征求《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意见 

为规范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工作，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

监督权，促进依法行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等法律法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起草了《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

开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于 2017年 9月 5 日前将有关意见

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稽查局）。 

电子邮箱：jichaerchu@cfda.gov.cn 

附件：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mailto:jichaerchu@cfd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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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月 1日 

附件：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docx 

【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总局关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进一步提升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监督检查企业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和考核的情况，规范企业食品安全

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工作，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起草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监督抽查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为凝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按

照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的原则，现公开征求意见。请于 2017年 9月 7日前，通过以下四种

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1.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首页左侧的

“法规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提出意见和建议。 

2.将意见和建议发送至：rendp@cfda.gov.cn。 

 3.将意见和建议邮寄至：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26号院 2号楼（邮编 100053）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法制司，并在信封上注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监督抽查考核办法》反馈意见”字样。 

4.将意见和建议传真至：010-88330718。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7年 8月 7日 

附件：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doc 

【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财政部关于印发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 

食药监稽〔2017〕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财务局： 

为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举报奖励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构建食品药品安

全社会共治格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财政部对 2013年印发的《食品药品违法行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qO6yrPGt9KpxrfQ0NX+tKa3o7C4vP7Qxc+iuauqsq1yqnPuNTyo6jV98fz0uK8+7jlo6kuZG9jeA==.docx
mailto:rendp@cfda.gov.cn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qO6yrPGt8n6svq+rdOqxvPStcqzxrewssirudzA7cjL1LG84La9s+my6b+8usuw7LeoKNX3xPS4rz7uOWjqS5kb2M=.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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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举报奖励办法》（国食药监办〔2013〕13号）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食品药品违

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财政部 

2017年 8月 9日 

 

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推

动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社会公众举报属于其监管职责范围

内的食品（含食品添加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违法犯罪线索，经

查证属实并立案查处后，予以相应物质奖励的行为。 

第三条负责举报调查处理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为举报奖励实施部门，负责奖励决

定告知、奖励标准审定和奖励发放等工作。 

上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受理的跨地区的举报，最终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地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分别调查处理的，负责调查处理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分别就本行政

区域内的举报查实部分进行奖励。 

第四条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资金纳入地方各级政府预算，接受财政、审计等部

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章奖励条件 

第五条举报下列违法行为的，应当按照本办法予以奖励： 

（一）食品（含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环节食品安全方面的； 

（二）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等环节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 

（三）其他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定需要予以奖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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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举报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被举报对象和具体违法事实或者违法犯罪线索； 

（二）举报内容事先未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掌握的； 

（三）举报情况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立案调查，查证属实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作出刑事判决的。 

 

第七条举报奖励的实施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举报奖励原则上限于实名举报，匿名举报人有举报奖励诉求的，应当承诺不属

于第八条第（一）、（二）项情形，并提供能够辨别其举报身份的信息和有效联系方式。 

（二）同一案件由两人及以上举报人分别以同一线索举报的，奖励第一时间举报人。 

（三）两人及以上联名举报同一案件的，按同一案件进行举报奖励，奖金由举报人协

商分配。 

（四）对同一举报人的同一举报事项，不重复奖励；对同一举报人提起的两个或者两

个以上有包含关系的举报事项，相同内容部分不重复奖励。 

（五）最终认定的违法事实与举报事项不一致的，不予以奖励；最终认定的违法事实

与举报事项部分一致的，只计算相一致部分的奖励金额；除举报事项外，还认定其他违法

事实的，其他违法事实部分不计算奖励金额。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本办法奖励范围： 

（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或者依照食品药品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负有

法定监督、发现、报告违法行为义务人员的举报； 

（二）假冒伪劣产品的被假冒方及其委托代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举报； 

（三）对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产品质量安全且不会对公众造成误导的瑕疵的举报； 

（四）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奖励情形。 

 

第三章奖励标准 

第九条举报奖励根据举报证据与违法事实查证结果，分为三个奖励等级： 

一级：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线索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

符。 

二级：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线索及部分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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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或者线索，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 

 

第十条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按照涉案货值金额或者

罚没款金额、奖励等级等因素综合计算奖励金额，每起案件的奖励金额原则上不超过 50

万元。具体奖励标准如下： 

（一）属于一级举报奖励的，一般按涉案货值金额或者罚没款金额的 4％—6％（含）

给予奖励。按此计算不足 2000元的，给予 2000元奖励。 

属于二级举报奖励的，一般按涉案货值金额或者罚没款金额的 2％—4％（含）给予奖

励。按此计算不足 1000元的，给予 1000元奖励。 

属于三级举报奖励的，一般按涉案货值金额或者罚没款金额的 1％—2％（含）给予奖

励。按此计算不足 200元的，给予 200元奖励。 

（二）违法行为不涉及货值金额或者罚没款金额的，但举报内容属实，可视情形给予

200—2000元奖励。 

（三）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环节内部人员举报的，可按照上述标准加倍计算奖励

金额。 

 

第十一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举报人有特别重大贡献的，奖励金额原则上不少于 30

万元： 

（一）举报系统性、区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的； 

（二）举报涉及婴幼儿配方乳粉、列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等品种，且已对公众身体健

康造成较大危害或者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 

（三）举报故意掺假造假售假，且已造成较大社会危害或者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 

（四）其他省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举报。 

 

第四章奖励程序 

第十二条负责举报调查、作出最终处理决定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举报立案查处

完毕后，对于符合本办法规定奖励条件的，应当在 15个工作日内向举报人反馈办理结果，

并根据举报人奖励意愿启动奖励程序。 

第十三条举报奖励实施部门应当及时对举报等级、奖励标准等予以认定，并将奖励决

定告知举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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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举报受理部门协助甄别、认定奖励主体资格的，举报受理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四条举报人应当在被告知奖励决定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由本人凭有效身份证明

领取奖励。委托他人代领的，受托人需同时持有举报人授权委托书、举报人和受托人的有

效身份证明。 

举报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领取奖金的，视为放弃奖励。 

第十五条奖励资金的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具备非现金支付条

件的，奖励资金应当采取非现金支付方式支付。 

第十六条举报人无法现场领取奖金且无受托人的，可及时说明情况并提供举报人身份

证明、银行账号，由举报奖励部门将奖金汇至指定账户。非现场领取奖励仅限于实名举报

人，且提供的账户名应当与举报人姓名一致。 

第十七条匿名举报人有奖励诉求的，应当在举报的同时提供能够辨识其身份的信息作

为身份代码，并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专人约定举报密码、举报处理结果和奖励权利的

告知方式。 

匿名举报人接到奖励领取告知，并决定领取奖励的，应当主动提供身份代码、举报密

码等信息，便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验明身份。 

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匿名举报奖励发放的特别程序规定。 

第十八条被举报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且追究

刑事责任后，原移送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对查证部分进行奖励。 

第十九条有条件的地区，可在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后，由举报奖励实施部门先进行部分

奖励。案件查处完毕后，再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后续奖励。两次奖励总额应当符合本办法

第十条的规定。 

第二十条举报人对奖励等级、奖励金额有异议的，可在收到奖励决定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实施举报奖励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复核请求。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举报奖励档案，并做好汇总统计

工作。 

第二十二条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泄露举

报人的相关信息。 

第二十三条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实施举报奖励过程中，有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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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或者教唆、伙同他人伪造举报材料，冒领举报奖金的； 

（二）未经举报人同意，泄露举报人相关信息的； 

（三）贪污、挪用、私分、截留奖励资金的； 

（四）其他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举报人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者弄虚作假骗取奖励，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五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可依据本办法，

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药品举报奖励办法，对奖励的决定、审批、发放程序等作出具体

规定，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财政部备案。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所称的实名举报，是指举报人提供真实姓名和真实有效联系方式的

检举、揭发行为。 

匿名举报，是指举报人不提供其真实姓名，但提供其他能够辨别其身份的信息及有效

联系方式，使有关部门事后能够确认其举报人身份的检举、揭发行为。 

第二十七条本办法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会同财政部解释。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3年 1月 8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

财政部联合发布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同时废止。 

【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案件查办工作的意见 

食药监法〔2017〕6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

局机关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四个最严”要求，

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严惩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有效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

全，现就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案件查办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3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6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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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决贯彻“四个最严”要求，切实履行监管政治责任 

（一）充分认识加强案件查办的重要意义。案件查办是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重要

职能，是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手段，是落实“最严厉的处罚”的重要措施。

十八大以来，各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改革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加强食品药品检查

检验，强化违法犯罪案件查办，促进了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近年来部分地

区基层专业执法人员有所减少，案件查办数量有所下降。目前，我国仍处于食品药品安全

风险高发期，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问题导向，强

化责任担当，切实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厉查处各类食品药品违法犯

罪案件。 

（二）科学划分案件查办事权。食品药品案件查办按照属地管辖和分级管辖相结合的

原则确定。案件查办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管辖，县、市、省、总局的分

级管辖按照监管事权划分的相关规定执行。对按本意见不属于本级管辖的案件，应逐级报

告，由有权管辖的上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管辖或者指定管辖。 

县局主要负责查办下列案件：一是行政许可类案件，包括县局负责的行政许可环节发

生的案件。二是食品类案件，包括县级管辖的食品生产领域发生的案件，食品销售、餐饮

服务领域发生的案件；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摊贩、小餐饮等领域发生的案件。三是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类案件，包括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零售环节发生的案件；由

县级管理的医疗机构等药品、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发生的案件。四是其他案件，包括县局开

展的常规检查、监督抽检中发现的案件，县局受理的由其承办的投诉举报案件，上级交办

的案件等。 

市局主要负责查办下列案件：一是行政许可类案件，包括市局负责的行政许可环节发

生的案件。二是食品类案件，包括由市级管辖的食品生产领域发生的案件。三是药品、医

疗器械、化妆品类案件，包括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生产环节发生的案件，药

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批发企业发生的案件，市级以上（含市级）管理的医疗机构等药品、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发生的案件。四是其他案件，包括市局开展的常规检查、飞行检查、监

督抽检中发现的案件，市局受理的应由其承办的投诉举报案件，在全市有重大影响的复杂

案件，上级交办的案件等。 

省局主要负责查办下列案件：一是行政许可类案件，包括省局负责的行政许可环节发

生的案件。二是食品类案件，包括特殊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环节发生的案件。三是药品、

医疗器械、化妆品类案件，包括药品生产企业、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化妆品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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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环节发生的案件。四是其他案件，包括省局开展的常规检查、核查、飞行检查、监

督抽检中发现的重大案件，省局受理的应由其承办的投诉举报案件，在全省有重大影响的

复杂案件，总局交办的案件等。 

总局主要负责查办下列案件：一是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大要案。二是行政许可类案件，

包括总局负责的行政许可环节发生的案件。三是其他案件，包括总局开展的常规检查、核

查、飞行检查、监督抽检中牵涉面广，可能涉及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重大案件，总局受

理的应由总局作为承办部门进行调查处理的投诉举报案件，省局报请查办的案件；其他在

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复杂案件等。 

各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可以按照上述查办案件事权划分的规定，结合本地实

际情况，具体划分省、市、县三级食品药品案件查办事权，报总局备案。 

（三）重点查办群众高度关注的案件。重点查办特殊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

注册申报数据、资料造假案件；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添加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

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的案件；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

粉食品等非法添加案件；生产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肉类及其制品案件；生

产经营有毒有害或者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案件；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案件；药品生产

企业不按处方投料、非法使用化工原料、擅自变更影响药品质量的生产工艺等案件；中药

饮片掺杂掺假案件；生产经营无注册证的医疗器械案件；非法组装、翻新的医疗器械案件；

化妆品非法添加激素和抗生素等禁用物质、擅自更改特殊用途化妆品产品配方、生产未经

批准特殊用途化妆品的案件；虚假标注、虚假宣传的案件；通过互联网售假案件；未经许

可生产经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案件等。 

 

二、完善案件查办制度，建立顺畅查办工作机制 

（四）严格案件查办法定程序。案件查办应当严格执行《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号）。（1）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在 7个工作日内立案。

（2）案件调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首次向当事人调查取证时

告知其有申请执法人员回避的权利，调查时应当制作笔录。（3）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事后

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向当事人出具先行登记保存通

知书并在 7日内作出处理决定。（4）对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

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有证据证明可能

危害人体健康的药品及有关材料，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医疗器械和违法使用的零配件、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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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用于违法生产医疗器械的工具设备，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化妆品等，经分管负责人批准

可采取查封或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向当事人出具查封、扣押决定

书，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5）案件调查终结后应当撰写调查终结报告，对违法

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办案程序、处罚意见进行合议。（6）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处罚的理由、依据、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并经复核后决定是否采纳；符合听证

条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听证。（7）行政处罚决定应经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人审

查并批准；对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应经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人集

体讨论决定。（8）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当在 7

日内依法送达当事人。（9）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当准确完整告

知当事人复议诉讼救济权利、期限和途径。（10）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非法定理由拒不执行

行政处罚决定的，应依法催告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11）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 7个工作日

内向社会公开。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作技术处理后公开。 

（五）统一案件调查取证标准。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

和关联性，加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

现场笔录等各类案件证据的收集，确保证据充分。所有案件都要取证到人。行政处罚案件

证据收集标准，原则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行政诉讼证据的要求执行。现场检查笔录应

当全面、客观，如实反映现场情况和执法记录情况（包括视听资料的制作、保存），被检查

人需在笔录上逐页签字；调查询问笔录应当围绕案件违法事实进行全面深入调查；调取的

证据应当是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应当由提交证据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复制品上签字或

者加盖公章；需要检验、鉴定的，应当按照法定程序抽取样品并由当事人签字；需要查封、

扣押、先行登记保存和先行处理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并在现场检查笔录中予以记

载。依法取得的上述证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得违背法定程序或者采用不正当

手段收集证据，不得选择性收集证据，不得丢弃、损毁或者擅自转移、处置证据。常规检

查、核查、体系检查、飞行检查、抽样检验等执法过程中发现案件线索应按照案件查办的

要求制作笔录并调取证据，特别注意要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收集和固定证据。 

（六）强化案件查办协查联动。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牢固树立案件查办全国“一

盘棋”意识，加强跨区域案件的协查联动。协查函应当有明确的协查事由、协查内容或者

需要确认的事项，附有协查必需的资料，如相关文件、实物、图片等，有明确的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协查承办的单位，应当确定具体的承办人，按照核查要求进行全面核查，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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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协查函之日起 15个工作日或根据办案期限要求完成协查事项。能够确认的事项，复函应

当有明确的意见，并附相关证据材料；不能明确的或者无法查实的事项，应当予以说明。

协查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承办机关除函告来函机关外，还须对行政区域内的违法违规

行为进行查处。必要时，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提出由总局稽查局协调。 

（七）严格执行“处罚到人”的规定。在依法严惩单位违法行为的同时，要对单位法

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要强化资格罚，法律法规

规定禁止违法犯罪的自然人在一定期限内从事食品药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从事食品药品

安全管理工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应当予以明确，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对一

般违法行为在依法处理的同时可以通过约谈或者发“警示信”的方式，对法定代表人和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进行警示提醒并指导整改。对有严重违法行为的自然人依法纳入“黑名

单”，实施联合惩戒。 

（八）严格规范案件查办行为。查办案件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执法纪律和廉洁自律相

关规定，坚持文明执法、说理式执法，防止粗暴执法、机械执法、教条执法。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执法人员应当保守秘密。不得采取违法方式收集证据。通过

文字、音像等记录方式，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记录并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执法文书制作应客观、严谨、准确、及时，文书格式要件等应当符合《食品药品行政处罚

文书规范》要求。需送达当事人的执法文书，应当依法送达并制作送达回证。 

（九）加强案件查办审核指导。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积极研判食品药品案件发展

趋势，结合本地实际，定期确定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重点企业、重点产品、

重点环节、重点行为等，明确案件查办方向和内容，增强案件查办的针对性和靶向性；组

织编写典型案例和案例指导，充分发挥典型案件的示范和指南作用。要加强涉及区域性案

件查办的指导，保证案件的定性、适用法律、裁量标准的统一。加强行政处罚案件法制审

核，必要时可由法制部门组织公职律师、法律顾问或专家开展法制审核。 

 

三、强化案件后续处理，加强涉案产品风险防控 

（十）完善案件行刑衔接机制。要认真落实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印发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办法的通知》（食药监稽〔2015〕271 号）各项要求，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建立健全衔接机制，明确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移送的基本要求，统一取证标准。对涉嫌

犯罪的违法案件，要主动与公安机关沟通，及时将达到行政拘留等治安管理处罚标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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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在办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中商请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提供检验、认定意见的，相关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积极协调有关机构，及

时提供意见。对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及时依法作出相

应的行政处罚。加快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建设，逐步实现涉嫌犯罪

案件的网上受理、网上移送、网上监督。 

（十一）强化涉案物品风险控制。要切实做好涉案产品风险查控工作。查办案件时，

要查清不合格产品来源去向，查清涉案单位人员，查清案件原因，使所有涉案单位人员得

到应有惩处，所有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对于有证据证明不符合标准或者存在安全隐患，以

及其他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物品，要依法责令企业召回或在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暂停生产、

进口、经营使用等控制措施；查封、扣押的，必须保证物品处于控制、查封、扣押状态，

并按规定条件贮存管理，防止被控制、查封、扣押的物品被转移、盗窃或者变质；对于应

予销毁的，应当监督有关企业依法销毁；对于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或者公安机关移送的案

件，应当确保涉案产品得到妥善处置。 

（十二）强化案件查办信息公开。构建案件信息常态化公开机制，除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所有案件处罚信息一律向社会公开。要落实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

开主体责任。对涉及面广、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信息，公布前要向上一级监管部

门报告。要加强公开案件信息的审核，确保公开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合规。对于跨

区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前向协办地通报情况。要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

院建立健全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信息发布的沟通协作机制。对于涉嫌犯罪的案件，要主

动配合有关部门研究确定案件信息发布的时间、方式和内容，做好案件信息公开的舆论引

导和风险防控工作。 

 

四、强化案件督办考核，确保案件查办落到实处 

（十三）加强案件查办工作督办。要改进案件督查督办方式，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对

案件查处不力、地方保护严重、行刑衔接不畅等案件，要批评通报。对案情复杂、危害严

重、影响恶劣的案件，上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派员现场督办。对于涉嫌犯罪的案件，可

以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联合督查督办。办案单位应当定期向上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送

案件查处进展情况，及时报告案件调查终结报告，随时报告重大情况。 

（十四）强化案件查办考核评价。要把案件查办情况纳入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年度考核

范围，重点考核查办大案要案数量、案件协查的效率和质量、行刑衔接落实、执法案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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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等情况。对案件查办成绩显着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和表扬，对案件查办工作不力的单

位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必要时对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每

月 5日前向总局报告上月案件查办统计报表。总局专网将开设重大案情直报版块，收集各

地重大在办和较大案件办结信息。 

（十五）强化案件查办保障。要按照食品药品安全“四有两责”的要求，积极争取当

地政府将执法办案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加大案件查办设施、装备投入，为案件查办提

供充足保障。加强执法办案人员的培训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不得执法办案，并依照行政执

法证管理有关规定处理。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把业务培训和案件查办摆在同等重要位

置，强化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打造一支政治合格、

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执法办案队伍。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 年 8月 15日 

【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国家食药总局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意见 

食药监科〔2017〕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

局机关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加快科技成果

向监管技术手段和方法等现实生产力转化，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食品药品监管的支撑和引

领作用，提升科学监管水平和监管效能，切实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 年修订）》《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发〔2016〕1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28 号）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厅字〔2016〕35

号），结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科技成果的范围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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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意见所称科技成果，是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技术

支撑机构（包括从事检验检测、标准、审评、审核查验、监测、评价、信息等方面工作的

单位）、高等院校、企业法人和研究开发机构等单位，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

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二）本意见所指的科技成果包括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还包括未能产生经

济效益或者未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能够产生较大社会效益的公益性科技成果，如标准、

规范、补充检验方法、技术方案和研究方法等。 

 

二、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体系 

（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科技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总局科技主管部门）是本

系统内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组织部门，负责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指导和协

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内科技成果转化有关工作，保障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顺利实施。 

（四）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及总局有关直属单位，应当加强对科技成果转

化的管理、组织和协调，制定相关制度，采取激励措施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内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

制度，明确科技成果转化各项工作的责任主体，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重大事项领导班子

集体决策制度，加强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队伍建设，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流程，依法完成科

技成果转化的具体工作。 

 

三、依法依规开展科技成果转化 

（六）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采取转让、许可或者作

价投资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进行转化，除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外，不需审批或

者备案。 

（七）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在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本单位的议事

制度，通过集体决议的方式决定是否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及相关事项。单位领导在履行

勤勉尽责义务、没有牟取非法利益的前提下，依法免除其在科技成果定价中因科技成果转

化后续价值变化产生的决策责任。 

（八）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按照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等规定，确定科技成果转化的交易

价格，公示相关内容，依法完成科技成果转化。 

（九）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应当尊重市场规律，发挥科技成果完成单位的主体作用，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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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自愿、互利、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享有权益并承担

风险。 

（十）科技成果转化实施过程中，科技成果应优先在中国境内实施。将科技成果转让

或许可境外组织或个人实施的，应按有关规定报相关部门审批，法律、法规对批准机构另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十一）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时，应依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相

关规定，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科技成果的价值进行资产评估工作，并以科技成果的资产评

估结果作为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价参考依据。 

 

四、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和激励机制 

（十二）科技成果完成单位转化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单位，纳入单位预算，

不上缴国库，扣除对完成和转化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人员的奖励和报酬后，应当主要用

于科学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并对科技成果完成单位的运行和发展给予保障。 

（十三）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应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数额和时

限。单位制定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听取本单位科技人员的意见，并在本单位公开相关规定。

依法对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给予奖励时，按照以下规定

执行： 

1.以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应当从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所取得的净收

入中提取不低于 50%的比例用于奖励。 

2.除本实施意见另有规定的以外，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实施转化的，应当从作价投资

取得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 50%的比例用于奖励。 

3.在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作出主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的份额不低于奖励总

额的 50%。 

4.将科技成果自行实施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转化的，应当在实施转化成功投产后连续

3 年至 5年，每年从实施该项科技成果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 5%的比例用于奖励。 

5.科技人员为企业提供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是科技成果转化的

重要形式，应通过合同约定服务价格。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转化科技

成果的，应当从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 50%

的比例用于奖励。 

6.完成人和参加人在不变更科技成果权属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与本单位的协议进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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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的转化，并享有协议规定的权益。该单位对上述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予以支持。 

（十四）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应当规范领导人员转化激励机制，对于担任领导职务的科

技人员，获得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按照以下原则执行： 

各单位正职领导以及各单位所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的正职领导，是科技成果的主

要完成人或者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可以获得现金奖励，原则上不得获取股权

激励；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是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者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

重要贡献的，可以获得现金、股份或者出资比例等奖励和报酬。 

对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实行公开公示制度，不得利

用职权侵占他人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十五）受奖励人员获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属于单项奖励，不纳入工资总额基数及

绩效额度考核与管理，不受当年所在单位工资总额限制，但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款等。 

（十六）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总局各直属单位对公益性科技成果进行界定，

并依据其转化工作中实际推广覆盖范围、行业技术水平提高情况、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能力

提升幅度等方面进行考核评价。 

（十七）对于公益性科技成果，除按照本意见的规定对科技成果完成人员进行奖励以

外，还可以实施精神奖励。总局根据实施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予以通报表扬。鼓励各省级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总局直属单位对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进行

表彰。 

 

五、鼓励拥有科技成果的人员创业 

（十八）科技成果完成单位的科技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经

征得原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到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社会组织兼职，也可以离岗创

业，从事科技研发工作。 

（十九）原所在单位应当建立制度规定，或者与兼职、离岗人员约定兼职、离岗期间

和期满后的权利和义务。 

（二十）离岗人员原所在单位原则上在不超过 3年的时间内保留其人事关系，离岗期

间原所在单位与离岗人员的劳动关系中止，自离岗之日起不再发放工资、福利等报酬。 

（二十一）离岗期间，离岗人员与原所在单位同等条件的人员同等享有参加职称评审、

岗位等级晋升和保留社会保险关系等方面的权利。 

（二十二）离岗人员所承担的国家、有关部门、地方或原所在单位的研究课题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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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中止，确需中止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变更等相关手续。 

（二十三）兼职、离岗人员要遵守与原所在单位的约定，保守原所在单位的秘密，尊

重原所在单位的知识产权，并与原所在单位签订保密协议；使用原所在单位或他人知识产

权的，要获得原所在单位或他人的许可。兼职、离岗人员不得违反原所在单位规定或者协

议的约定，从事与原所在单位相同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二十四）各级单位要实行科技人员兼职、离岗公示制度，批准兼职、离岗时，须由

原所在单位通过官网或其他方式公示 5个工作日以上。对到外资企业或有国（境）外背景

的企业兼职的，原所在单位要审慎审批，必要时应听取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 

 

六、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及示范引导 

（二十五）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建立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的绩效评价体系，将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作为对相关单位及人员评价、考核、科研资金支持

的重要内容和依据之一，并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突出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加大支持力度。 

（二十六）鼓励有条件的单位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基金，对能够切实提升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水平的技术、方法等科技成果转化进行资助。 

（二十七）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应当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作为一个重要依据，纳入职称

评定、岗位管理和考核评价等制度。 

（二十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内各单位应当做好示范推广工作，加强对科技成果

转化典型案例、良好经验的总结宣传。通过先进经验、先进做法的示范引导，营造有利于

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激发全系统参与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活力。 

（二十九）鼓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内各单位积极引进、吸收、应用其他系统和行

业转化的先进科技成果，服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提高监管整体效能和水平。 

 

七、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登记及年度报告制度 

（三十）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总局直属单位按照相关程序，于每年 4月 1日

前将转化的科技成果按照《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科技成果登记工作的通知》

有关要求予以登记，并将审核后的上一年度科技成果转化情况的年度报告报送至总局科技

主管部门。 

（三十一）年度报告由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出具，内容主要包括：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

总体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取得科技成果的数量及有关情况；科技成果转让、许可和作价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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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情况；科技成果转化的履行、实施等具体情况；推进产学研合作情况，包括自建、共建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技术转移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情况，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技

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情况，人才培养和人员流动情况等。 

 

八、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监督管理 

（三十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各单位及科技人员应当遵守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相关

管理制度，积极采取措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任何人不得将科技成果、技术资料和数据占

为己有，侵犯单位合法权益，不得擅自转让科技成果或擅自获取成果转化收益。 

（三十三）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奖励和荣誉称号、

诈骗钱财、非法牟利的，由有关部门依照管理职责和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取消该奖励和荣

誉称号，没收违法所得，并给予相应处罚。 

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总局直属单位参照本意见制定实施细则。在执行过程

中如与国家现有关法律法规不一致，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为准。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 年 8月 22日 

【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总局办公厅公开征集第二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 

食品快检是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辅助技术手段，在日常检查、重大活动保障、案

件查办等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加快推进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制定工作，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向社会公开征集第二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本次征集范围涉及食品中农兽药残留、真菌毒素、有毒有害物质的衍生与残留以及非

法添加等快速检测方法，目录见附件 1。 

 

二、申报要求 

申报的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应具备前期试验、科研等工作基础。 

申报单位应为相关领域的检验机构、科研机构、学术团体或行业协会、企业，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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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经验，能够提供《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申报表》（附件 2）所列栏目的各项内容，并对

填报内容和相关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三、报送方式和时限 

（一）各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申报表》，并同时报送电子版和盖章

的纸质版。邮寄时请注明“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申报材料”字样。 

（二）申报材料报送截止时间：2017年 10月 10日。 

联系人：金绍明、张敏 

联系电话：010-67095928、010-88331033 

电子邮箱：kbsbzglc@cfda.gov.cn 

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 2号，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食品化妆品检定所

（邮编：100050） 

附件 1.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征集目录.docx 

附件 2.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申报表.docx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7 年 9月 14日 

【来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质检总局关于公开征集 2018 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产品目录意见的公告 

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确立的对国内生产、销

售产品质量实施监督检查的一项基本制度，也是质检总局依法履职的重要手段。为做好产

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工作，并加强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

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质检总局

现公开征集 2018 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产品目录意见。 

为便于各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有针对性地提出宝贵意见，质检总局制定了 2018年产品

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产品目录（征求意见稿）调查问卷（见附件 2）。欢迎各有关单位及社会

各界人士填写本调查问卷，选出您最关心的产品，在“其他”项中可直接提出客观可行的

意见或添加您所认为应该抽查的产品，也可通过中国质量新闻网以及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

（见附件 1）参与。意见收集时间截至 2017年 10 月 31日。 

您的答卷将帮助我们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 2018 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工作，并有效

http://www.cf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jEuyrPGt7sy9m87LLit723qNX3vKEv8K8LmRvY3g=.docx
http://www.cf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jIuyrPGt7sy9m87LLit723qMnqsaix7S5kb2N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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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您关于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工作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感谢您的参与！ 

 

附件：1.二维码 

2.2018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产品目录（征求意见 

稿）调查问卷 

 

质检总局 

2017 年 9月 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来源：国家质量监督总局】 

 

工商总局等十部门关于印发《严肃查处虚假违法广告维护良好广告市场秩序工作方案》的

通知 

（工商广字〔2017〕150 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中强调“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肃查处虚假广告等行为，加强

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工作要求，强化广告导向监管，进一步严肃

查处虚假违法广告，维护良好的广告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现制定以下工作

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强化广告导向监管，

加强广告监管执法，紧紧围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加大对重点媒体、重点领域、

重点内容广告的管理力度，严肃查处虚假违法广告，防止破窗效应，遏制虚假违法广告的

反弹，加强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保障广告市场良好秩序，促进广告市

场环境持续好转。 

 

二、工作重点 

（一）加大对含有不良影响内容广告的查处力度。切实加强广告导向监管，对涉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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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问题、政治敏感性问题或者具有社会不良影响的广告及时调查，快速处置。严厉查处使

用或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形象等具有不良影响的广告，严肃查

处含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序良俗的广告。严禁利用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名义、形象作广

告宣传，严禁利用敏感人物、敏感事件进行宣传炒作，严禁借党的十九大进行商业炒作。

对在网上发布的借党的十九大和中央领导人名义进行商业炒作的信息第一时间严控处置，

坚决维护好广告宣传的正确导向。 

（二）继续严肃查处含有“特供”“专供”国家机关内容广告。认真排查在广告宣传、

商品包装上使用“特供”“专供”及类似内容的情况，依法严厉查处相关违法行为，有效治

理滥用“特供”“专供”国家机关等类似内容的违法广告。 

（三）加强重点领域广告监管执法力度。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食品、医疗服

务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社会高度关切，群众反映强烈。要回应社会关切，保护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广告监管。对医疗机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要加大监管力度，发布违法广告的，要严肃查处。对社会广泛关注

的利用健康养生节目（栏目）等形式，冒用医疗机构资质或医师执业资格违法、违规推销

药品、食品的，要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要依法移送。金融理财、收藏投资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和社会稳定，要继续加强对金融理财、收藏投资等领域广告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

切实保护公众合法权益。 

 

（四）加大对互联网金融广告的监管力度。按照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工作整体部署，

延长互联网金融广告专项整治期限，依据工商总局等十七部门下发的《开展互联网金融广

告及以投资理财名义从事金融活动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依法加强对互联

网金融广告的监测监管，就广告中涉及的金融机构、金融活动及有关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的真实性、合法性等问题，通报金融管理部门进行甄别处理。对有关职能部门认定构成非

法集资活动以及公安机关认定涉嫌经济犯罪的，工商部门依法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各有关

部门依法、依职责进行查处，严厉打击发布虚假违法广告行为。 

 

（五）加大对重点媒体的监管力度。要继续加强对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的广告监

测监管，各职能部门对发布违法广告的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采取行政指导、约谈告诫、

行政处罚和纪律处分等手段实施综合治理，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坚决遏制违法

广告反弹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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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持续加强互联网广告监管。加大对互联网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食品、

医疗、投资理财、收藏品等领域广告的监测监管力度，加快推进“依法管网”“以网管网”

“信用管网”和“协同管网”，加快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互联网金

融广告的专项整治，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七）切实督促广告发布者履行广告审查责任。各地要将事后查处和事前防范结合起

来，狠抓广告发布前审查责任的落实。督促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健全管理制度，严格履行

广告发布前的审查义务和审查责任。 

 

（八）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意识，强化担当精神，对本辖区的虚假违法广告活动严格履行好属地监管的责任。

要加大对违法广告责任主体的惩戒力度，建立重点案件协调指挥机制，强化挂牌督办力度，

对重点导向性案件和重大违法广告案件实行统一调度督办。集中曝光严重虚假违法广告，

震慑虚假违法广告行为。 

 

三、各部门职责 

（一）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发挥好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作用，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解决查处虚假违法广告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坚持监管是第一责任，突出

查办重点媒体、重点领域、重点案件，严厉查处使用或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的名义或形象等具有不良影响广告。持续对虚假违法广告保持严管态势，加大对药品、

保健食品、食品、医疗、投资理财、收藏等重点领域广告执法力度，遏制虚假违法广告反

弹。开展广告发布登记工作，掌握传统媒体广告发布者的基本情况。部署开展虚假违法广

告整治考评工作，加强综合治理和社会共治。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进医疗、药品、保健食

品、医疗器械等广告监管规章的修订工作。 

（二）党委宣传部。组织新闻媒体围绕贯彻落实《广告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做好阐

释解读。组织主要新闻媒体持续深入做好《广告法》和查处虚假违法广告行为的正面宣传。

协调新闻媒体曝光虚假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开展舆论监督。指导监督媒体健全广告刊播管

理制度，履行法定广告审查义务。 

（三）网信办。配合有关部门加强互联网广告管理，加大对网上违法广告信息清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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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力度，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处置相关发布虚假违法广告的网站。督促网站特别是中央和地

方重点新闻网站、主要商业网站履行主体责任，自觉有效抵制虚假违法广告。 

（四）公安机关。对阻碍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广告执法工作，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有关部门移送的涉嫌虚假广告犯罪的案件，经审查符

合立案条件的，依法立案查处。在工作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虽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依

法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及时移送行政执法机关处理。 

（五）通信主管部门。配合贯彻落实《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加强互

联网基础管理，积极组织或参与各专项整治行动，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处置发布虚假违法广

告的违法违规网站。积极引导行业自律。 

（六）卫生计生部门。严格医疗广告审查，将医疗机构发布虚假违法医疗广告情况列

入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医疗机构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反《广告法》的违法行为或具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除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广告法》处罚外，卫生计生部门可以吊销诊疗

科目或者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会同工商部门，加快推进《医疗广告管理办法》修订。 

（七）新闻出版广电部门。督促指导媒体单位履行广告发布审查职责，建立健全广告

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等制度，严格规范广告发布行为。强化指导，提升广告

内容的艺术格调。清理查处违规媒体和广告，对广告条次违法率、时长违法率高的媒体单

位加大查处问责力度，加强电视购物类节目的清理整顿。研究解决县级（广播）电视台刊

播广告有播无证的问题。及时受理群众对虚假违法广告的投诉举报。清理整改各种利用健

康资讯、养生等节（栏）目、专版等方式，变相发布医药广告和新闻形式广告的行为；对

不履行广告发布审查责任、虚假违法广告问题屡查屡犯的广播电视报刊出版单位以及相关

责任人，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八）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严格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广告的审查。会同工商部门，加快推进相关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的修订工作。加大对发布违

法广告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惩治力度，对违法广告情节严重涉及的企业和产品，在

移送的同时，采取曝光、撤销或收回广告批准文号和暂停销售等措施，并将其列入重点监

管对象。 

（九）中医药管理部门。加强中医医疗广告审查，规范中医医疗广告宣传行为，开展

虚假违法中医医疗监测，配合有关部门查处违法中医医疗机构。 

（十）银监会。针对涉及非法集资内容的违法广告，加强整治力度，加强与相关部门

的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会同工商部门推动出台金融广告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对从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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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金融活动的或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的，银监会会同工商等部门依法、依职

责责令停止相关广告发布活动。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部署。各地要高度重视，强化政治敏感性和敏锐性，认真

落实本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结合本地区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采取切实有力措

施，加大广告市场整治力度。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广告违法率反弹，构建广告市

场秩序的新常态。 

（二）强化协同，加强协调联动。充分发挥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的作用，建立

部门间沟通渠道，实现监测数据共享和综合利用，推动部门间广告监管数据交换，建立健

全部门间监管信息反馈处理机制和监管执法联动机制。 

（三）强化信用监管，推动协同共治。探索建立部门间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和失信联合

惩戒机制。严重违法失信企业纳入“黑名单”，对发布虚假广告情节严重的企业，依法实施

信用约束、部门联合惩戒，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加强与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

织、媒体、互联网平台等的信息协作，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服务和监管，推进社

会共治。 

（四）强化创新，提高监管效能。认真落实《“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坚持依法监

管、简约监管、审慎监管、综合监管、智慧监管、协同监管原则，不断提升广告市场监管

效能。推动“互联网+监管”，充分运用各地广告监管大数据，提升监管效能，加强预警研

判、指挥调度、协同监管。 

工商总局将会同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适时对各地开展广告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进行督

导检查，开展考核评估活动，督促整治工作开展不力的地区和部门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

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各地在查处虚假违法广告工作中遇到的重大情况和问题，请分别上报

各自的主管部门，并抄送同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 

 

工商总局等十部门关于印发《严肃查处虚假违法广告维护良好广告市场秩序工作方案》

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党委宣传部、网信办、公安厅（局）、通信管

理局、卫生计生委、新闻出版广电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医药管理局、银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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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中强调“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肃查处虚假广告等行为，加强

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工作要求，维护良好的广告市场秩序，强化

广告导向监管，进一步严肃查处虚假违法广告，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工商总局、中央宣

传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计生委、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中医药局、银监会等十个整治虚假违法广告部际联席会议单位联合制定了《严

肃查处虚假违法广告维护良好广告市场秩序工作方案》，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工商总局 

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信办 

公安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国家中医药局 

银监会 

2017 年 8月 21日 

【来源：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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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动态】 

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62批次食品抽检情况的通告 

（2017年第 22期总第 102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的规定，近期

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组织抽检酒类 162批次，蜂产品 38批次，罐头 21批次，食

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103 批次；抽检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153批次，不合格样品 9批次。检

测项目见附件。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个别项目不合格其产品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具体

情况通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共抽检蜂产品 38批次，不合格 2批次，罐头 21批次，不合格 1批次，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103 批次，不合格 6批次。 

  

二、不合格产品情况如下 

（一）标称金昌百好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百好蜂蜜，菌落总数检出值为 4800CFU/g；

标准规定≤1000CFU/g。检验机构为甘肃省食品检验研究院。 

  

（二）标称永靖县学苹蜂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刘家峡太极川-枣花蜜，菌落总数检出值为

1800CFU/g；标准规定≤1000CFU/g。检验机构为甘肃省食品检验研究院。 

  

（三）定西宏祥综合超市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岷县绿怡清真食品厂生产的野生草莓罐

头（草莓），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检出值为 1.43g/kg；标准规定≤0.65g/kg。

检验机构为甘肃省食品检验研究院。 

  

（四）甘肃省平凉新世纪工贸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世纪超市广场店销售的标称平

凉强原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黄土塬胡麻油，酸值（KOH）检出值为 1.5mgKOH/g；标准

规定≤1.0mgKOH/g。检验机构为甘肃省食品检验研究院。 

  

（五）标称临洮海兴油脂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食用调和油，酸值（KOH）检出值为

1.3mgKOH/g；标准规定≤1.0mgKOH/g。检验机构为甘肃省食品检验研究院。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9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9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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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陇南市田玉油橄榄开发有限公司武都城关营销部销售的标称陇南市田玉油橄榄

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特级初榨橄榄油，过氧化值检出值为 12mmol/kg；标准规定

≤10mmol/kg。检验机构为甘肃省食品检验研究院。 

  

（七）标称徽县宏宇油脂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压榨菜籽油，过氧化值检出值为

8mmol/kg；标准规定≤6mmol/kg。检验机构为甘肃省食品检验研究院。 

  

（八）标称甘肃陇上农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冷榨亚麻籽油，酸值（KOH）检出值

为 1.4mgKOH/g；标准规定≤1.0mgKOH/g。检验机构为甘肃省食品检验研究院。 

  

（九）标称甘肃陇上农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生榨亚麻籽油，酸值（KOH）检出值

为 1.4mgKOH/g；标准规定≤1.0mgKOH/g。检验机构为甘肃省食品检验研究院。 

 

三、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地临夏州、平凉市、定西市、金

昌市、天水市、陇南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责令企业查清产品流向，召回不合格产品，并

分析原因进行整改；经营单位所在地临夏州、平凉市、定西市、金昌市、天水市、陇南市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要求有关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并依法予以查处。查

处情况于 2017 年 11月 23 日之前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由省局向社会公布。 

  

特此通告。 

  

附件：1.  本次检验项目.doc 

2. 蜂产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信息.xls 

3.  蜂产品监督抽检合格信息.xls 

4.  罐头监督抽检不合格信息.xls 

5.  罐头监督抽检合格信息.xls 

6.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信息.xls 

7.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监督抽检合格信息.xls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708/25/16-03-48-46-940446.doc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708/25/16-04-11-89-940446.xls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708/25/16-04-21-29-940446.xls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708/25/16-04-33-64-940446.xls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708/25/16-04-42-27-940446.xls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708/25/16-04-52-19-940446.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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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8月 25日 

 

罐头产品不合格信息 

序

号 

标称

生产

企业

名称 

标称生产

企业地址 

被抽样

单位名

称 

被抽样

单位地

址 

食品

名称 

规

格

型

号 

商

标 

生产日期/

批号 

不合格项目||检

验结果||标准值 

检

验

机

构 

1 

岷县

绿怡

清真

食品

厂 

甘肃省定

西市岷县

岷阳镇工

业开发区

32-1号 

定西宏

祥综合

超市有

限公司 

甘肃省

定西市

安定区

文化路

（宏祥

购物中

心）1号

楼 2 楼

2003号

商铺 

野生

草莓

罐头

（草

莓） 

300

克/

瓶 

岷

山

牌  

岷

山 

2016-6-18 

甜蜜素(以环己基

氨基磺酸

计)||1.43g/kg||

≤0.65g/kg 

甘

肃

省

食

品

检

验

研

究

院 

【来源：甘肃省食药监局】 

 

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告 

（2017年第 33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省局近期组织抽检茶叶及相关制品、炒货

食品及坚果制品、蛋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豆制品、蜂产品、罐头、酒类、肉制品、食

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薯类和膨化食品、水产制品、糖果制品、调味品等 14类食品 609

批次，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589批次，不合格样品 20批次。检测项目见附件。根据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个别项目不合格，其产品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蜂产品 23 批次，不合格样品 1批次；罐头 16 批次，不合格样品 2批次；酒类 195批

次，不合格样品 12批次；肉制品 20批次，不合格样品 3批次；薯类和膨化食品 22批次，

不合格样品 1 批次；糖果制品 15批次，不合格样品 1批次。茶叶及相关制品 28批次，炒

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18批次，蛋制品 26批次，淀粉及淀粉制品 16批次，豆制品 10批次，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178 批次，水产制品 11批次，调味品 31批次均未检出不合格样品。



43 

具体信息详见附件。 

 

二、不合格产品情况如下： 

（一）湖北省功明长鑫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汉味鸭锁骨，苯甲酸检出值为 0.0279g/kg，

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汉味鸭翅，苯甲酸检出值为 0.0165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汉

味鸭脖苯甲酸检出值为 0.0199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

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二）湖北富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口购物广场销售的湖北碧潭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纯谷酒，氰化物检出值为 11mg/L，标准规定为≤8.0mg/L。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

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三）京山县欣和欧发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武汉市鹤都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胜畅牌纯

谷酒，酒精度检出值为 37.1%vol，标准规定为（42.0±1.0）%vol；氰化物检出值为 16mg/L，

标准规定为≤8.0mg/L。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四）武汉中商平价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京山店销售的武汉古琴台酒实业有限公司

（委托方：湖北鑫鑫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纯粮液酒，氰化物检出值为 21mg/L，标准

规定为≤8.0mg/L。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五）武汉华源晨泰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桑黄子木糖醇片（压片糖果），铅（以

Pb 计）检出值为 0.68mg/kg，标准规定为≤0.5mg/kg。初检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

督检验研究院，复检机构为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六）鄂南纯粮酒厂生产的高粱酒，甜蜜素检出值为 0.0498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

用。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七）金湾酒厂生产的高粱酒，氰化物检出值为 32mg/L，标准规定为≤8.0mg/L；荞

麦酒，氰化物检出值为 32mg/L，标准规定为≤8.0mg/L。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

监督检验研究院。 

（八）湖南酒厂生产的荞麦酒，纽甜检出值为 0.0018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检

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九）咸宁纯粮酒坊生产的荞麦酒，氰化物检出值为 13mg/L，标准规定为≤8.0mg/L。

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十）小小酒坊生产的荞麦酒，纽甜检出值为 0.00085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

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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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小陆酒坊生产的荞麦酒，纽甜检出值为 0.00099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

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十二）百姓酒坊生产的苞谷酒，氰化物检出值为 13mg/L，标准规定为≤8.0mg/L。

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十三）鄂南纯粮酒厂生产的苞谷酒，甜蜜素检出值为 0.0112g/kg，标准规定为不得

使用；纽甜检出值为 0.00051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

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十四）襄阳市麓匠蜂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椴树雪蜜，氯霉素检出值为 0.40μg/kg，标

准规定为不得检出。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十五）随州市美中食品厂生产的桔子罐头（260g/瓶），甜蜜素检出值为 0.756g/kg，

标准规定为≤0.65g/kg；桔子罐头（248g/瓶），甜蜜素检出值为 0.856g/kg，标准规定为

≤0.65g/kg。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十六）湖北豆利来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豆利来尖角脆（牛肉味），糖精钠检出值

为 0.157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甜蜜素检出值为 0.376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

检验机构为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三、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已要求武汉、襄阳、荆门、

孝感、随州、天门、潜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督促生产经营者立即封存、下架和召回不合格产品，并对不合格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进一步

调查处理，查明生产不合格产品的批次、数量和原因，制定整改措施。 

附件： 

1.本次检验项目 

2. 食品抽检不合格-20170824      

3.食品抽检合格-20170824 

2017 年 8月 24日 

序

号 

标称生

产企业

名称 

标称生

产企业

地址 

被抽样

单位名

称 

被抽样

单位地

址 

食

品

名

称 

规格

型号 

商

标 

生产日期/

批号 

不合格项目

║检验结果

║标准值 

检验

机构 

1 

随州市

美中食

品厂 

湖北省

随州市

随县洪

山镇食

品工业

随州市

美中食

品厂 

湖北省

随州市

随县洪

山镇食

品工业

桔子

罐头 

260g/

瓶 

家

福

红 

2017-05-08 

甜蜜素║

0.756g/kg║

≤0.65g/kg 

湖北

省食

品质

量安

全监

http://www.hubfda.gov.cn/wcm.files/upload/CMShubfda/201708/201708240724025.docx
http://www.hubfda.gov.cn/wcm.files/upload/CMShubfda/201708/201708240724042.xls
http://www.hubfda.gov.cn/wcm.files/upload/CMShubfda/201708/201708240725000.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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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园 督检

验研

究院 

2 

随州市

美中食

品厂 

湖北省

随州市

随县洪

山镇食

品工业

园 

随州市

美中食

品厂 

湖北省

随州市

随县洪

山镇食

品工业

园 

桔子

罐头 

248g/

瓶 
/ 2017-05-08 

甜蜜素║

0.856g/kg║

≤0.65g/kg 

湖北

省食

品质

量安

全监

督检

验研

究院 

【来源：甘肃省食药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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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解读】 

让违法者无处遁形——《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解读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会同财政部发布新修订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办法》根据各地举报奖励实施情况，将

单次举报奖励限额从原来的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进一步提高群众举报的积极性。《办法》

发布以来，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反响。 

 

强化激励作用 

据介绍，国家总局成立后，整合了原国务院食安办、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国家质

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涉及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相关监管职能。因此，无论

是 2011年原国务院食安办颁布的《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还是 2013

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与财政部联合下发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都无法

完全涵盖所有食品药品有奖举报内容。而且，由于之前各部门的职责范围不同，奖励的标

准、范围、主体、对象也不尽相同，亟需对相关有奖举报制度进行梳理修订和整合，建立

与国家总局调整范围一致的食品药品有奖举报制度；另一方面，在相关举报奖励制度实施

的几年里，地方普遍反映存在着奖励程序繁琐、可操作性不强、激励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

一些地区甚至存在奖励资金发放困难的情况。这些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应该通过制度的修订

完善或重新设计得到有效解决，以最大化发挥有奖举报制度的激励引导作用。 

自 2014 年开始，国家总局决定在原有基础上制定颁布新的《办法》，使食品药品有奖

举报制度进一步规范明确和简便易行，使举报奖励真正落到实处。 

《办法》明确了奖励主体和管辖原则。考虑到举报受理部门对于举报案件立案处理后

的相关信息掌握不全面，负责奖励实施的难度较大，因此，《办法》明确实行“谁办理、谁

奖励”的原则，即由负责举报调查、做出最终处理决定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作为举报奖励

实施部门。另外，办法还明确了奖励实施主体竞合情况下的管辖原则，即上级受理的跨地

区的举报，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地区的办理部门分别调查处理的，各部门分别就本行政区

域内的举报查实部分进行奖励，避免了既往办法中奖励主体冲突的情形。 

《办法》还明确了举报奖励资金来源。规定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资金由地方财

政部门纳入财政预算，由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专款专用，并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

督检查，以确保奖励资金能得到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支持。 

同时完善了奖励情形和奖励条件。举报案件只有经查证属实并已经依法处理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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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续的奖励标准确定依据。《办法》本着公平正义和维护公序良俗的原则，对于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或负有法定监督、发现、报告违法行为义务人员的举报、假冒伪劣产品

的被假冒方及其委托代理人或利害关系人的举报等明确规定不予奖励。还特别加入了“对

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产品质量安全且不会对公众造成误导的瑕疵的举报”的举报奖励

排除，作为对新《食品安全法》第 148条的呼应，有利于遏制实际工作中部分举报人针对

“标签瑕疵”等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细化相关内容 

《办法》明确了奖励实名举报的原则和匿名举报奖励的特殊处理方式，同案两人及以

上举报的奖励原则，同一举报人举报同一事项的奖励原则以及举报事项和违法事实是否一

致时的区别对待原则。这些都是针对既往办法实施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而作出的专门规定。 

确定奖励标准。《办法》规定了举报奖励的三个等级标准，明确各省（区、市）可结合

实际，按照涉案货值金额或罚没款金额、奖励等级等因素综合计算奖励金额。将单笔奖励

限额提高至 50 万，将重大案件的奖励底线设置为 30万，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增强打击

食品药品违法犯罪的靶向性。 

细化奖励程序。《办法》对奖励实施部门进行奖励的程序、期限和支付方式作出了规定，

对举报案件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后的奖励提出要求。还特别加入了纠错程序，

使有异议的举报人可通过复核请求解决问题，以减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给举报人

带来的不便。 

加强落地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制定本行政区

域内的举报奖励办法，对具体奖励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提高办法落地的可操作性。 

原《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由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和财政部联合下发。

在《办法》修订过程中，财政部给予了大力支持，双方一致认可延续两部委联合发文的方

式，以保障奖励资金的落实。同时，为了测算预算规模，合理确定单次奖励最高限额标准，

两部门共同开展调研，深入了解全国各省市局近年来奖励实施情况，经研究讨论，最终将

单次奖励最高额提高至 50 万元，并且加入了四类重大举报情形最低奖励 30万元的规定，

顺应了加大奖励力度、鼓励公众举报的大形势。可以说，《办法》明确规定举报奖励资金纳

入地方各级政府预算，接受监督检查，将为奖励资金的落实提供坚实保障。 

 

全力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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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国家总局将从以下方面贯彻实施。 

制定配套文件。国家总局将尽快发文，要求各地对办法提高认识，深入贯彻执行，科

学引导举报人合理举报，积极与当地财政部门沟通落实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尽快制定本行

政区域内的奖励办法并及时上报总局和财政部备案，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举办全国培训。总局将于近期对各省级投诉举报办理部门和投诉举报机构进行奖励办

法的专题培训，加强基层对于《办法》的理解掌握。 

广泛开展宣传。通过多途径、多手段宣传办法的内容、意义，并在后续过程中根据社

会反馈及时跟进解读。 

强化工作考核。要把《办法》的贯彻落实情况纳入 2018年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年度考核

范围，督促各地加快奖励办法的出台，落实奖励资金的发放。 

在修订过程中，监管部门通过对举报奖励实施现状的深入了解和摸底发现，举报人对

举报奖励工作缺乏足够的信任和了解是影响举报积极性的原因之一，因为害怕被打击报复

而往往采用匿名举报的方式。修改后的《办法》第十七条对于匿名举报奖励的原则、程序

等作了细化规定，并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匿名举报奖励发放的特别程序，为地方实

施匿名举报奖励提供政策支持。 

而重奖内部举报人，是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吹哨人”制度，即知情人士爆料制度。企

业内部知情人士对产品生产流程、隐秘的违法行为、作案方式非常熟悉，甚至超出了一些

执法者和行业专家的水平。在执法力量还难以做到对市场进行全方位、全覆盖、无缝隙监

管巡查的现实情况下，内部知情人无论是良知发现还是希望得到奖励，其举报行为都能在

客观上降低监管成本，增强食药安全监管和治理效果。《办法》对于保护举报人隐私、举报

人非现场领奖等均做了规定，和前述的匿名举报奖励联合使用，有助于降低举报人风险，

打消其顾虑，鼓励更多内部知情人对危害食品安全行为说不。 

此次修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改动，就是将 2013 年奖励办法的“依据举报人的申请奖

励”变为新《办法》的监管部门主动奖励。这一点是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决定的。有奖举报

制度的本质是信息交易，在信息交易的制度框架下，行政机关（信息获得者）有支付奖金

的义务，作为交易的对象，举报人（信息提供者）自然可以获取奖金，无需申请领取。因

此，按照《办法》规定，办案部门在反馈办理结果时，把征求举报人领奖意愿作为是否启

动奖励程序的依据，而不必再由举报人专门申请奖励。对于基层办理部门来说，无疑会增

加相应的工作量，但这是真正站在社会公众的角度作出的原则调整。对于履职风险，希望

执法层面严格按照各项规定，该罚要罚，该奖要奖，杜绝灰色地带出现。谨慎履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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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把履职风险降到最低。 

【来源：国家食药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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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拉脱维亚鱼罐头出口市场过于分散 

波通社 8月 24日报道，拉脱维亚最大鱼罐头企业“自由浪花”公司（Brivais Vilnis）

首席执行官巴布瑞思表示，拉鱼产品加工企业产能很大，但不得不采取低价倾销，销售价

格甚至低于成本价格。目前拉鱼罐头出口市场过于分散，没有一个单一市场进口大量产品。

很多拉企业盯住美国市场，因为美元购买力走强，美消费者对透明盖子的鱼罐头很喜欢，

很多人决定是新奇事物。 

巴布瑞思介绍，虽然俄罗斯一直承诺取消对拉脱维亚鱼罐头的进口禁令，但至今没有

发生。即使是相邻的波罗地国家情况也不同。爱沙尼亚只有一家鲱鱼罐头企业，产量也小，

即使禁运取消也不会将产品销售至俄罗斯。立陶宛有一家企业可以向俄出口，但生产能力

有限，对俄市场影响不大。“自由浪花”的鱼罐头产品在立陶宛零售销售很好。而波兰市

场受到很好保护，波兰企业自己生产便宜的鱼罐头，但品质不高，“自由浪花”出口至波

兰的产品都是高质量的。 

2014年 8月，俄罗斯宣布对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挪威的大多数食品实施

禁运，以应对上述国家对俄制裁。2015年 6月，俄卫生检疫机构禁止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

亚进口鱼产品，原因是涉嫌“违反检疫标准”。（驻拉脱维亚使馆经商处） 

【来源：商务部】 

 

美国发布低酸罐头食品等法规行业指南 

2017年 8月 7日，美国 FDA发布果汁 HACCP、低酸罐头食品、海产品 HACCPFSMA法规

行业指南，公布该 3种产品的相关要求和豁免情况。美国 FDA的 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

控制点）和低酸罐头食品法规已存在很长时间，而 FSMA法规为最终法规。 

FDA的果汁和海产品 HACCP法规要求生产商进行危害分析和制定 HACCP 计划，以解决

生物、化学和物理危害，监测各种情况和做法，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正，FDA 的低酸罐头食

品法规解决如肉毒杆菌这种独特的生物危害，包括蔬菜罐头。FSMA法规确认 FDA先前已制

定的法规中海产品、果汁和低酸罐头食品的一些豁免情况，具体包括 21 CFR 117、21 CFR 

1（L、O部分）、21 CFR 112、21 CFR 121法规条款，详见： 

https://www.fda.gov/Food/GuidanceRegulation/GuidancedocumentsRegulatoryInforma

tion/default.htm 

【来源：国家质检总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92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9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9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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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启用进口食品快速高效管理系统 

2017年 7月 31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消息：一种自动高效进口食品（风险）

管理系统（自动商业系统 ACE）投入使用。 

据悉启用自动商业系统后，美国 FDA进口食品自动放行（mayproceed）比例由最初的

26%上升为 62%（单一品种货物），且货物单证平均处理时间缩短为 1分 36 秒。即使需要手

工处理单证情况，自动放行（mayproceed）时间也缩短为 1小时，复杂情况处理时间则由

原来的 96小时缩短为 72 小时。 

更多详情参见：

https://blogs.fda.gov/fdavoice/index.php/2017/07/new-system-speeds-fda-import-

decisions/?source=govdelivery&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govdelivery 

【来源：厦门 WTO 工作站】 

 

台湾地区就 136 种食品类标准征求修订或废止意见 

2017年 6月 22日，台湾地区“经济部标检局”发布经标一组字第 10610010171 号书

函，就《CNS 822 凤梨罐头》等 136种食品类标准征求修订或废止意见，并提供意见反馈

方式，征求日期截止 2017 年 7月 30日。 

【来源：厦门 WTO 工作站】 

 

我国发布进口食品随附证书管理办法（草案）补遗通报 

据世贸组织消息，我国于 2017年 6月 19日在 G/TBT/N/CHN/1209号文件中通报了“进

口食品随附证书管理办法（草案）”。中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研究了有关国家/地区的

意见，根据收到的意见和申请，特此决定提供 2年的过渡期：从 2017年 10 月 1日至 2019

年 9月 30日。 

2016年 4月，国家质检总局向若干欧盟成员国大使馆发送了正式通知，要求除特定认

证要求外，出口到中国的食品均采用统一官方证书。在征求意见稿中，这项办法的目的依

据是“保证进口食品质量安全，实现进口食品监管与输华食品国家/地区政府监管的有效衔

接”。 

有关意见请提交至中国 WTO/TBT通报咨询中心。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861084603881/84603950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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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1084603811 

E-mail:tbt@aqsiq.gov.cn 

 

征求意见稿下载：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17/TBT/CHN/17_2763_00_x.pdf 

【来源：食品伙伴网】 

 

印度拟发布食品包装、标签、广告及索赔标准草案 

2017年 9月 13日，据食品导航网消息，印度将在今年年底前发布关于食品包装、标

签、广告及索赔标准草案。 

该国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局局长表示现行食品安全标准（包装及标签）缺乏对索赔和广

告的相关规定，此次标准草案将分为包装及标签、广告、索赔 3部分，增加对广告、索赔

的规定，并进一步强化包装正面标签的法规要求，同时该国还计划进一步加强食品加工厂

的第三方审核机制。 

【来源：厦门 WTO 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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