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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食药监局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工程“大走访”活动

关 注 食 品 药 品 安 全关 注 食 品 药 品 安 全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部
署，扎实开展“双创双服”活
动，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用心
用情用力抓好 20 项民心工程，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为 20 项民心工程之一，
食品药品安全工程提出，以最严
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
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全面
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着力整
治突出问题，着力提升保障能力
水平，着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7 月 5 日，为检验前期工作

成效，深入推进食品药品安全工
程实施，根据省“双创双服”活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民心
工程“大走访”活动要求，省食
药监局邀请驻石省人大代表、省
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代表，深入
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现场了
解食品药品安全工程进展情况和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生产经
营者保障安全情况，听取对下一
步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意见
建议。

“大走访”调研组成员先后
考察了石家庄市神威大药房 （中
华大街店）、鹿泉区土门关驿道

小镇食品“三小”、君乐宝乳业
公司。在神威大药房，实地查看
了药品陈列储存情况，听取了神
威大药房发展历程介绍，详细了
解了药品销售环节质量安全保障
开展情况。在土门关驿道小镇，
重点查看了食品小作坊、小餐饮
经营者持证 （备案） 情况，食品
进货查验和进销货记录落实情
况，是否销售过期变质食品、

“五无”食品等禁止销售的食
品；对证照情况、从业人员健康
证、餐具消毒、餐厨废弃物管
理、原料索证索票等方面也进行
了了解。在君乐宝乳业，参观考

察了君乐宝牧场、奶粉工厂生产
车间和检测中心。

走访过程中，调研组成员与
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一线工作
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了解我省
食品药品安全工程实施情况，听
取他们对食品药品安全工程进一
步深入实施的意见建议。参与走
访调研的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
员建议，监管人员要秉行教育、
指导、督促、处罚并举的监管理
念，指导规范食品采购、贮存和
加工制作行为，进一步增强生产
经营者食品安全意识，规范食品
小作坊、小餐饮主体行为，坚决

把食品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
态。调研组成员希望君乐宝乳业
严把产品质量关，生产出让人民
群众满意、放心的高品质乳制
品。

省食药监局副局长贝军参加
了走访活动，他表示，下一步，
省食药监局将结合此次“大走
访”活动，进一步深入基层、贴
近一线，将调研组成员提出的意
见建议和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
不断加强和改进监管工作，力求
食品药品安全工程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让人民群众买得更放
心、吃得更安心。 （马彦铭）

从华药集团了解到，由该集团自主研发生产，用
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及三叉神经痛等疾病的生物药
新品——注射用蜂毒于今年1月获批上市。

在我国传统医学中，以毒攻毒是基本理念和治
则之一，蜂毒对于治疗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肩周
炎等疾病具有较好治疗效果。但活蜂蜇刺不仅痛苦，
而且容易过敏，针刺后容易留下疤痕，蜜蜂冬眠难以
常年用药。传统的蜂针疗法难以形成标准治疗方案，
因此蜂疗尽管历史悠久，但是始终是民间疗法。

2013 年，按照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关于
发布化学药品注射剂和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基本技
术要求的通知》相关要求，华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
全面研究，包括粗毒采集，并对原料粗蜂毒进行纯化
精制并进行验证，同时从源头控制，进行了病毒灭活
验证。对产成品注射用蜂毒进行了活性、降压物质、
过敏反应、指纹图谱等多项研究，同时进行了相应的
工艺验证、分析方法确认、无菌和内毒素检查方法验
证及稳定性考察等。

华药与合作伙伴创新技术解决了大量技术难
题，其中膜法电刺激活蜂取毒技术非常关键。传统取
毒法，缺点是必须要杀死蜜蜂，蜂农损失正常蜂产品
收入，而且杂质多，分离纯化难度大，精制成本高。
膜法电刺激活蜂取毒技术，提取的粗毒非常纯净，且
蜜蜂可以存活，间隔一段时间还可重复取毒，该方法
不损失传统蜂产品，增加了蜂农收入。 （马彦铭）

近日，肃宁县尚村镇赵河村村民王建辉通过“市
县乡村四级网上审批便民服务系统”办理了食品小
作坊小餐饮登记证。

今年以来，肃宁县市场监管局深入推进“双创双
服”活动，加强“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进一步优化
服务环境，提升服务质量，把过去需要到乡镇和县申请
办理的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下放到农村和社区办
理，变“现场跑”为“网上跑”，变“群众跑”为“数据跑”。

该局通过整理印制小作坊小餐饮申请办证程
序、明白纸、资料样本模板，对乡镇代办人员面对面
逐一培训等措施，全面保障网上审批工作顺利开展。
目前，村民申请办证，村代办员受理后，将全部资料
和数据通过四级网上审批便民服务系统上传到县，
再由有关部门网上审批，如办证人不能到现场领取
登记证，审批部门还可提供邮寄服务，实现了“零见
面”审批服务。目前，肃宁县办理食品小作坊小餐饮
登记证的时限已经压缩到2个工作日。 （马彦铭）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2018
年在全省开展“双创双服”活动的
实施意见，我省今年盯紧民生关
注焦点，实施 20 项重点民心工
程。其中，食品药品安全工程方
面，要制定实施“食药安全,诚信
河北”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开
展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活动，
推动200家食品生产企业建立危
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
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药品单品种质量风险分析，严
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从省食药监局了解到，我省
食品药品安全工程重点工作已经
取得初步成效。

启动实施“食药安全、诚信河
北”行动计划（2018-2020年）。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食药安全 诚
信河北”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行动计划围绕“食品药品安
全保障能力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这一总体目标，提出农业源头污
染治理、突出问题整治、社会协同
共治、监管能力提升、产业高质量
发展五个方面具体目标及一系列
重点举措。目前，省有关部门和各
市着力推进各项工作，预计能够
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深入推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创建工作”。今年，在巩固石家
庄、张家口、唐山三个首批“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成果基础
上，继续组织其他8个设区市全面
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市。目前，
各创建市均成立高规格的创建领
导小组和多部门参加的创建办公
室，强力组织开展创建工作。

全面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
平。年内将推动200家重点食品
生产企业建立HACCP体系，进而
带动我省食品生产行业发展水平
和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进一步提
升。截至6月底，已推动115家食

品生产企业开展HACCP体系建立
工作。

开展食品销售质量安全提升
行动。深化食品及食用农产品集中
交易市场食品安全整治提升行动
和“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活动，
今年新增集中交易市场整治提升
参与单位109家、“放心肉菜示范
超市”创建单位321家。下一步还
将组织开展“百千万”食品超市
（店）示范创建活动，以此促进全省
食品销售质量安全水平整体提升。

全面深化餐饮服单位量化分
级、明厨亮灶、清洁厨房提档升
级。今年实现85%以上大型餐饮
单位、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堂、大
型企业食堂、中央厨房、用餐配送
单位量化分级达到良好以上标
准，学校食堂逐步消除C级，提升
A级单位社会认可度。截至6月
底，完成2万余家餐饮单位明厨
亮灶或清洁厨房提档升级。

切实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安
全监管。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提升我省制药行业
整体水平。目前，我省已有18家
药品生产企业136个品种启动一
致性评价工作，3个批准文号已
通过一致性评价。对风险较高、需
求较大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等11
个品种药品质量现状及质量标准
开展了风险分析，保障药品安全
性和有效性。在医疗器械生产经
营环节，全面实施医疗器械生产
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MP、GSP），
进一步完善医疗器械质量安全风
险防控监管体系。推进药品零售
企业“扩大规模化连锁经营”，指
导鼓励企业科学发展，提高规范
管理水平，在前期广泛调研并借
鉴先进管理理念、方式的基础上，
制定印发了《河北省药品现代物
流指导意见》，起草了《支持药品
零售连锁企业发展意见》。

以“零容忍”姿态严厉打击食
品药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举办
了假冒伪劣和过期失效食品药品
销毁大会，集中销毁依法没收的
假冒伪劣食品药品35吨。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为期6个月的“打击
利用互联网非法经营‘三品一械’
行为专项行动”（简称“护网行
动”），重点打击互联网食品、药
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假冒伪劣、
非法添加等违法行为，以及互联
网虚假广告行为。联合省公安厅
组织开展“铁拳2018”专项行动，
集中打击行政区划交界区、城乡
接合部、农村市场等重点区域食
品药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存在的违
法犯罪活动。

此外，还集中组织开展了酒
类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肉制
品专项检查、亚硝酸盐经营使用
专项检查、学校及周边“五毛食
品”专项整治等系列行动。截至6
月底，全省共查处各类食品药品
违法违规案件7681件，其中食品
（含保健食品）5645件，药品1350
件，医疗器械457件，化妆品229
件，行政处罚金额4711.6万元，
捣毁制假窝点8个，责令停产停
业144家，有效震慑了食药安全
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马彦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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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雄安新区构建基层党建新格局
□记者 张伟亚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当天，雄安新区雄县胡各庄
村村委会广场上鼓声阵阵。在村党支
部的组织下，该村舞蹈队的几十名队
员身着鲜艳的舞服欢快地跳起了“鼓
舞”，以此庆祝党的生日。

她们用舞蹈跳出了获得感和对新
区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整修的广
场干净宽敞，旁边曾经的垃圾坑，如
今变成姹紫嫣红的小花园，青砖小
路，休憩凉亭，美不胜收。改变，源
于去年 9 月该村新一届党支部的成
立。去年“十一”，上级领导到该村检
查时感叹：“刚一个月，该村就发生了
不可思议的变化。”

胡各庄村的变化，是新区全面推
进基层党建工作的缩影。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是党的
执政之基、力量之源。”雄安新区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设立雄安新区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
年大计、国家大事，完成这样的历史
伟业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必须大
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着力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
战斗堡垒，每个党员都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

该负责人明确提出，不抓基层党
建，增强“四个意识”就是空话；基
层党建抓不到位，任何工作都有极大
风险；村“两委”换届抓不好，各项

工作就没有坚实基础。为此，新区党
工委专门谋划实施了“三项行动”和

“三项工程”，将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抓基层、强基础，不断夯实党的
执政根基。

“三项行动”是指坚持以党建强队
伍，以党建促工作，集中开展全面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整顿软弱涣散基层组
织、历史遗留问题化解清零；“三项工
程”是指组织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切实
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选优配强村

“两委”班子，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提升新区基层组
织战斗力。

“三项行动”以前，胡各庄村是雄

县龙湾镇有名的“老大难”村，“两
委”班子不健全，没有凝聚力、战斗
力，党支部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多个
方面工作在全镇处于落后位置。从去
年 9 月村党支部换届后，在新当选的
党支部书记温波带领下，胡各庄村新
一届党支部励精图治，迅速扭转局
面，各项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成为
后进村治理转化的典范村。

与胡各庄村一样，在新区大地
上，1500 多个基层党组织和各级党员
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认真执行省委的决策部署和新区
党工委的工作要求，全面落实基层党

建责任制，使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显著加强。村“两委”换届分别达到
95.9%、87.6%，走在了全省前列，随
之而来的是矛盾纠纷大幅度减少，社
会和谐稳定，为新区规划建设提供了
坚强的组织保障。

新区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党建责
任制，全力做到了“四个坚持”，全面
实现了“四个提高”。

——坚持树牢“四个意识”，基层
党组织抓党建意识得到提高。

——坚持以“三项行动”“三项工
程”为抓手，基层党组织能力水平得
到提高。排查出的 125 个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全部实现提升转化。

——坚持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统领，党员意识得到提高。

——坚持以作风纪律建设为保
障，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得到提
高。新区设立以来，累计对 946 名党
员干部给予党政纪处分。

“七一”前夕，新区一批基层先进
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驻村工
作组干部和省“千名好支书”受到表
彰，为推进新区规划建设汇聚了强大
正能量，形成了凝心聚力服务新区、
夙兴夜寐激情工作的浓厚氛围。

“雄安新区是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党的基层组织是这壮丽篇章上的最美
底色和最美谱线，广大党员群众就是
这壮丽篇章上跳动的音符。”雄安新区
党群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正意气风发高扬
着党旗，走在雄安建设的最前列。

首届创新创业大赛初赛决出胜负
24个项目晋级决赛

本报讯（记者原付川）近日，国务院
批复了商务部提出的《深化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同意在北京、天

津、上海、海南、深圳、哈尔滨、南京、杭
州、武汉、广州、成都、苏州、威海和河北
雄安新区、重庆两江新区、贵州贵安新
区、陕西西咸新区等 17 省市（区域）深
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深化试点期
限 为 2 年 ，自 2018 年 7 月 1 日 起 至
2020年6月30日止。

方案提出，深化试点工作要深入探
索适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体制机
制、政策措施和开放路径，加快优化
营商环境，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
打造服务贸易制度创新高地。试点地
区人民政府 （管委会） 要加强对试点
工作的组织领导，负责试点工作的实

施推动、综合协调及措施保障，重点
在管理体制、开放路径、促进机制、
政策体系、监管制度、发展模式等方
面先行先试，为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探索路径。有关省、直辖市人民政府
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和支持，鼓励
试点地区大胆探索、开拓创新。

新区成为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本报讯（记者原付川）经过
两天的激烈角逐，雄安新区首
届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三届“中
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雄安新
区选拔赛初赛近日决出胜负，
24 个项目晋级决赛。24 个项目
中，16 个为主体赛创新组决赛
入围项目，6个为主体赛创业组
决赛入围项目，2个为专项赛决
赛入围项目。

雄安新区首届创新创业大
赛自 5 月 26 日启动以来，受到

新区三县、京津冀及其他地区
的广泛关注，133 个项目经网
上申报审核通过。参加区级初
赛、决赛且符合新区支持方向
的项目，全部纳入雄安新区创
业项目储备库。晋级区级决赛
的项目将优先向创业投资机构
推荐。此外，雄安新区管委会
还将对优质项目提供持续跟踪
服务，并在入驻企业孵化园区、
贴息贷款、培训辅导、资金扶持
等方面给予优先扶持。

本报讯（记者原付川）从近
日省水利厅召开的雄安新区起
步区防洪骨干工程建设前期工
作协调会上获悉，南拒马河防
洪治理工程已列入 2018 年雄安

新区重点开工建设任务，相关
部门将研究提出南拒马河防洪
治理工程项目资金来源和筹措
渠道意见，落实建设资金，确
保按时开工。

本报讯（记者张伟亚）7 月 6
日，石家庄市第二中学与河北安
新中学合作共建签约暨揭牌仪
式在河北安新中学举行，成立了
石家庄二中雄安校区。此举是
落实雄安新区教育工作会议的
重要举措，标志着雄安、石家庄
两地教育战略合作正式启动。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

于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实
施意见》 精神，4 月 4 日，石家
庄市教育局与安新县政府签署
教 育 合 作 共 建 协 议 。 根 据 协
议，首批合作共建学校确定为
石家庄二中与安新中学，第二
批合作共建学校由石家庄和安
新县各选定两所初中、两所小
学同时进行。

南拒马河防洪治理工程启动

石家庄二中雄安校区揭牌

新区集中清理整治户外广告
本报讯（记者原付川）近日，

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在雄安
市民服务中心召开雄安新区户
外广告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工作
推进会。会议旨在深入贯彻落实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专题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雄
安新区户外广告的规范管理，美
化提升城市形象，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本次户外广告清理整治专

项行动针对新区全域户外广告
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清理整治，
重点整治新区范围内高速公路、
铁路两侧塔牌（高立柱广告）、国
省干线两侧广告牌，有序清理、
规范整治城市建成区和县、乡、
村道路户外广告。专项行动将
为美化提升城市形象，形成清新
明亮的宜居宜业的环境，建设高
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奠定
良好基础。

深化试点期限为 2 年，自
2018 年 7 月 1 日 起 至
2020年6月30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