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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达州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系统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紧紧围绕老百姓的期盼开
篇谋划，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
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研究谋划食品药品监
管，毫不松懈地加强党的建设，
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用实际行动
和数据来赢得老百姓的一份信任。

监管为民 执法攻坚
严惩重处食药违法行为

2017年以来，达州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
各项工作部署，坚决落实市委、
市政府关于开展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三年集中攻坚行
动，全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迅速
出动，集中精力，集中力量，出
重拳严查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
2017年全市立案 1104件，结案
1049件，处罚没款1068.64万元，
移送司法机关案件（含线索）23
件，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
人6人，接投诉举报516起，受理
488起，已办结回复459件。截至
2月份，2018年全市已立案 106
件，结案79件，处罚没款258.02
万元。

严惩重处使用翻新医疗器
械。达州市食药监局接成都海关
缉私局《关于达州XX医院购买
使用走私彩超设备有关情况的
函》文件，经该局侦察核实，达
州XX医院在用的一台GEVS6彩
超机系未经注册的医疗器械。经
调查，该设备是一个叫封X的于
2015年12月16日以53万元的价
格从四川XX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购买并签订了销售合同。2015年
12月11日，封X与达州XX医院
签订了合作合同，按照合同约
定，这台GEVS6彩超机系封X个
人以53万元的价格购买投放在达
州XX医院使用。从该彩超机投
放到达州XX医院后，共获检查
收入291255元，该院共给封X转
款 247773元 ， 封 X返 回 该 院
94934.28元。达州XX医院使用未
经注册医疗器械的行为违反了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
条、《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达州市
食药监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 1、 没 收 该 院 使 用 的 GE
VS6彩超机；2、处罚款106万元。

渠县局严厉打击假冒保健品
领域违法行为。渠县食药监局执
法人员对开设在渠县涌兴镇XX
路XX号的XX药品连锁店进行现
场检查时，在该店发现有香港双
龙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的硬久长29盒、香港美中保健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硬中硬 8盒、
西藏回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肾宝合剂31盒，现场无法提
供以上产品的进货发票及批准文
件。XX药品连锁店购进上述产
品后，摆放在其开设在渠县涌兴
镇XX路XX号的店内进行销售，
因发现以上产品有问题，遂停止
销售。经调查核实，硬久长所标
注 的 批 准 文 号 为 国 食 健 字
G20080126,其产品为灵宝市天地
科技生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仲尔康”牌杜仲洋参软胶囊，且
该公司未委托香港双龙生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生产任何产品，
该产品属冒用批准文号；香港美
中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硬中硬
标 注 的 批 准 文 号 为 港 食 健 字
（2007）058号，当事人无法提供
该批准证书，并在我国现无该标
注方式的批准文号，该产品属标
注虚假批准文号；西藏回春堂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肾宝合
剂，其说明书上标注的批准文号
为 藏 卫 食 准 字 （2011） 第 090
号，当事人无法提供该批准证
书，并在我国现无该标注方式的
批准文号，该产品属标注虚假批
准文。该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
条第一款的规定。渠县食药监局
依法行政处罚决定：1、没收硬久
长29盒、硬中硬8盒，肾宝合剂
31盒；2、没收违法所得 2元；
3、并处罚款20000元。

万源市局查处在核准的地址
以外经营药品案。万源市XX大
药房注册地址为万源市太平镇
XX村X组(鲜X)门市，于2017年7
月搬迁至万源市太平镇XX路XX
号门市经营，未向达州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申请地址变更的情况
下，购进健儿清解液、口服五维葡
萄糖、复方和血丸、阿莫西林胶
囊、复方氨酚烷胺胶囊、风热感冒
颗粒、复方门冬维甘滴眼液、黄芪
精共八个品种的药品在该门市现
货销售，万源市市场监管局对上述
药品进行了扣押。当事人其行为
违反《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相
关条例，万源市市场监管局依法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1、没收被扣押的
药品；2、没收违法所得925元；3、
罚款29000元。

开江县局严打各类违法会销
活动。2018年1月12日，开江县
市场监管局接群众举报称开江某
地有以“慈善扶贫”、“为亲人祈
福”为名义骗取老年人钱财的不
法团体在举办活动，其母亲曾在
去年被骗取大量现金，希望该局
严厉打击此类行为。2018年1月
13日早上 7时，该局一行 20多
人，汇同公安刑警大队、治安大
队、特警等赶赴现场对以潘X、
皮X打着“慈善扶贫”、“为亲人
祈福”的恍子在开江县某地进行
会销的行为予以查处。其会销具
体表现形式为临时雇佣几个藏族
男女青年来唱歌跳舞，然后由一
名自称是XX禅院副主持的大胡

子皮X以其极具煽动力的演讲来
让宣传、会销活动增添几分宗教
神秘色彩从而使老年群众更容易
上 当 受 骗 。 总 涉 案 金 额 高 达
14.1667万元，危害极其大，影响
极其恶劣，现开江县局执法人员
已责令其退还老年人钱财,目前此
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宣汉县局查获流动销售车卖
过期方便面。2017年5月2日，宣
汉县食药监局接到群众投诉举报，
称有流动销售车卖过期方便面。
遂立即派遣执法人员前往案发地
茶河镇XX村进行调查。调查发
现，群众举报基本属实，销售这些
过期方便面的是宣汉XX副食经
营部，已有12户村民购买过期“今
麦郎”方便面共23箱（12盒/箱）。
执法人员前往销售门市宣汉县
XX副食经营部调查时，在该门市
后半部商品存放区查获“今麦郎”
方便面281桶、82盒超过保质期，
“大今野”方便面138袋、16桶，均
已超过保质期。当事人的上述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宣汉县
食药监局依法作出处罚决定：1、没
收超过保质期食品；2、没收违法所
得：230元；3、处罚款人民币：55000
元。

2018年，达州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将继续把保障人民群众
饮食用药安全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始终保持打假治劣高
压态势，聚焦农村食品药品市
场、学校食品安全等热点领域，
盯准冻肉、肥牛、食盐、血液制
品、高风险医疗器械等重点品
种，突破“地沟油”、保健食品非
法会议营销等难点问题，摸排线
索，深挖案源，办理一批有影响
力的大案要案，做到查处一件、
震慑一片、规范一批，以彰显党
和政府打击食药安全违法犯罪行
为的决心和成效。

保持高压态势
持续深入开展保健食品市场整治

为进一步净化食品和保健食品
市场环境，规范食品企业生产经营
秩序，严厉打击利用会议营销、健
康讲座等形式违法宣传销售食品和
保健食品行为，按照国务院食安
办、省食安办的统一部署，从2017
年7月起，全市食品药监部门分阶
段、按计划组织开展“食品、保健
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
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保健食品非法会议营销和虚
假宣传方式越来越隐蔽，监管工
作永远在路上。2018年新春上班
后，市食品药监局即对持续深入
开展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
宣传专项整治作了再研究、再细
化、再部署、再督促，以更加扎
实的工作作风，更加严厉的处
罚，进一步抓好全市保健食品市
场整治工作：

一是严把市场准入关。凡申
请经营保健食品者，各县级主管
部门要从严审查从业者的相关资
质，对经营现场严格按规定核
查，凡不符合经营许可条件的，
一律不予许可，切实把好保健食
品经营准入关。二是创新日常监
管方式。继续加大对保健食品经
营场所的日常监督检查力度，根
据保健食品非法会销特点和规
律，采取化妆侦察摸排线索、错
时监管、集中优势兵力联合检查
等形式，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三是强化市场主体责任
落实。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各地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督促企业认
真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各项
规章制度，严格执行进货查验、
索证索票等规定。四是加大监督
抽检力度。以问题产品为导向，
切实开展食品、保健食品计划抽
检、监督抽检和专项抽检，重点
开展对涉嫌非法添加、非法宣称
功效、虚假宣传等产品的监督抽
检。五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继续利用新闻媒体、网络媒体和
食品药品科普知识宣传、社区农
村老人食品药品大讲堂等形式，
加大保健食品宣传力度，努力提
升人民群众识假辨假能力和营造
社会共治氛围。六是强化部门联
动，深入推进专项整治。由食安
办牵头，继续强化部门联动，工
商部门进一步整治虚假违法广
告，对新闻媒体发布保健食品广
告加强监督检查；食品药监部门
重点开展对涉嫌非法添加、非法
宣称功效、虚假宣传等产品的监
督抽检，对不合格产品和无证经
营行为严惩重处；公安部门严厉
打击涉嫌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
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
净化我市保健食品经营市场，保
障老百姓饮食安全。

截至目前，共出动2000余人
次，车辆700余台次，开展食品、保
健食品科普宣传进社区、进农村、
进学校60多场，发放及张贴宣传资
料近2万余份，检查食品、保健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1529家次，当场纠正
违规行为50余起，发出责令整改26
份，发现违法违规立案查处24起，
涉案货值57万余元，现已结案15
起，处罚没款6.79万元，移交公安1
件，捣毁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
假宣传团伙3个，挽回群众经济损
失21万余元。

全方位谋划
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全面开花

2018年，达州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党组紧紧围绕人民群众
的期盼谋划全市食品药品监管工
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

聚焦问题谋划,持续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围绕当前人
民群众对食品药品满意度不高的

地方开展工作：一是围绕人民群
众最不踏实的食品中农药兽药残
留超标、环境污染向食物迁移、
食用农产品收购储存过程中霉变
等风险进行谋划；二是围绕人民
群众最为痛恨的食品非法添加和
制假售假风险，制售假酒、制售
假药等恶性案件进行谋划；三是
围绕人民群众最为反感的食品、
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消费
欺诈、虚假宣传以及“山寨食
品”、“傍名牌”食品等问题进行
谋划；四是围绕人民群众最为担
忧的药品生产擅自改变工艺，中
药饮片掺杂使假、染色增重、以
次充好，批发企业挂靠走票，药
品经营企业经营回收药品等进行
谋划；五是围绕人民群众最为敏
感的血液制品、婴幼儿配方乳粉
的质量问题和非法经营问题以及
幼儿园、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问
题进行谋划。

聚焦难点谋划，主动作为执
法监管有新突破。全市食品药品
监管系统将以保障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三年集中攻坚行动
作为行动指南，切实解决人民群
众关注的难点问题。谋划治标与
治本相结合，打好攻坚战，实现
标本兼治。采取“查、封、抓、
追”相结合的方式，铁腕铁心加
大执法力度，集中捣毁一批制假
售假窝点，严查重处一批违法生
产经营者。

今年将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
作：一是强力推行“地沟油”综
合整治；二是全力推进网格化监
管；三是集中开展农村食品药品
安全整治行动，根据乡村振兴战
略要求，着力解决反映强烈的坝
坝宴、小药店、小诊所等突出问
题。四是深入开展学校食堂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压紧压实“四有
两责”，扎实抓好风险隐患大排查
和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五是强化
药品、医疗器械流通领域专项整
治；六是深入开展食品、保健品
安全专项整治，创新日常监管方
式，强化部门联动整治，研究保
健食品非法会销特点和规律，采
取化妆侦察摸排线索、错时监
管、集中优势兵力联合检查等形
式，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
为，净化保健食品经营市场。

聚焦全局谋划,狠抓队伍素质
提升水平上台阶。全市食品药品
监管系统将狠抓班子建设，锤炼忠
诚、干净、担当的食品药品监管队
伍，不断提升干部队伍素质整体形
象。一是强化理念学习，注重法制
建设；二是强化政治纪律，筑牢守
纪意识；三是强化责任担当，确保
执纪落实；四是强化制度建设，做
好风险防控；五是强化团结协作，
树立大局意识；六是强化修身养
性，守住纪律底线；七是强化监管
执法，权立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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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

凝心聚力 奋力开创食品药品监管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