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要吃加碘盐？
如果人在饮食中缺少了碘，将会引起

一种叫作“甲状腺肿”的病。由于地球环境
缺碘，人类需要长期适量补碘。我国缺碘
的情况比较普遍，防治碘缺乏病最经济适
用的办法就是食盐加碘。采取食盐加碘的
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人体中碘的含量，预
防甲状腺肿的发生。

在食用加碘盐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缺碘地区的居民必须科学、长期地

食用加碘盐，否则，一旦停用碘盐，碘缺乏
病就会复发；

2. 每次购买碘盐不要太多，因为时间
久，碘元素易挥发；

3. 放碘盐的容器应为加盖的，并放置
在干燥、遮光、避高温处；

4. 在菜肴将起锅时再加入碘盐，不要
用碘盐爆锅、长炖、久煮，因为碘易挥发。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赵铭采写。）

食品安全小常识

本报讯 今年3月1日起，新《食品生产许可
管理办法》开始实施，省市场监管局及时印发《关
于落实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的通知》，进一步
简化食品生产许可申请材料，推动食品生产许可
改革不断深入，使我省食品生产许可审批驶入高
效便捷快车道。

新《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规定，加快信息
化建设，推进许可申请、受理、审查、发证、查询等
全流程网上办理。为确保食品生产许可全程网
络信息化顺利推进，省市场监管局对原有的食品
生产许可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升级开发了
食品生产企业和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网
上办理业务系统，实现了食品生产许可全程电子
化，申请人可以自主选择网上申报或到审批大厅
现场办理。

根据国务院、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盐业改革和
食盐生产监管的系列要求，食盐首次纳入食品生
产许可管理范围，并纳入“调味品”许可目录进行

监管。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辽宁省食盐定点
生产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核发工作的通知》，将
核发食盐生产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书权限下放
至市级审批部门，为企业实现属地化管理提供了
便利。我省共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11家，目前已
为10家发放了食品生产许可证，食盐的质量安全
监管进入了新阶段。

为了营造更加便利宽松的创业环境，全省全
面推行低风险食品生产企业推行告知承诺制。
省市场监管局编制低风险告知承诺制食品目录，
制定了统一格式的告知承诺书。对小麦粉、大
米、挂面、其他粮食加工品、膨化食品、薯类六类
食品实行食品生产许可告知承诺制，只要申请人
提供的材料符合法定要求，即时发证。发证后，
市场监管部门在两个月内对申请人承诺内容是
否属实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
不符的，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依法
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省市场监管局推行食品生产许可制度改革

10家食盐企业获批食品生产许可证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为食盐企业发放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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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
响，省市场监管局主动作为，精准施策，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推动企业复工
复产。

延长食品生产许可证期限。食品生产
许可证有效期内，许可事项发生变化又不
能及时办理变更登记的，延期至疫情解除
后1个月内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到期，因疫情影响
未能按时办理换证的，许可证有效期顺延
至疫情解除后1个月。截至目前，有3家企
业延期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

延长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期限。
食品生产企业从业人员所持健康证明在
疫情防控期间（自 2020 年 1 月 25 日起）有

效期届满，因受疫情防控影响暂时无法重
新进行健康检查的，其健康证明视为继续
有效，有效期限截止到疫情解除之日起60
日内（含第60日）。截至目前，延长复工复
产食品生产企业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381
家，共6065人。

开展培训帮助企业提高复工复产期间
风险防控能力。省市场监管局联合辽宁省
华测品标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举办全省食品
生产企业复工复产风险防控网络直播培
训，全省食品生产企业法定代表人、质量负
责人和市、县（区）食品生产安全监管人员
共计2703人参加。

此外，指导帮助复工复产食品生产企
业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建立健全人员出入

检查制度、生产车间卫生消毒制度、人员体
温监测制度等防控措施，共现场指导复工
复产企业308家，923人。通过微信、电话
解决各级食品生产企业和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关于食堂就餐、垃圾存放、集聚区消
毒、进厂前消毒等问题1136个。帮助复工
复产 103 家企业购买口罩 41650 只，帮助
36 家企业购买 84 消毒液 4770 升，帮助 37
家企业购买体温检测枪40个，解决1家企
业短缺原材料 1 吨，帮助 3 家企业招工 31
人，帮助企业联系体检医院，解决新招432
名员工健康证明等问题。

截至目前，全省食品生产企业复工复
产率达84.93%，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秩序
加快恢复。

解决实际困难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今年以来，省市场监管
局紧紧围绕“六稳”“六保”任
务，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
下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
一步强化食品生产安全监管
责任，督促食品生产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在特殊时期守
住了食品生产安全底线，服
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核心
提示

本报讯 自2019年4月以来，省市场监
管局开始督办大坑腌菜整治工作，目前，全省
16283 个腌菜大坑全部清空填平，按期完成
了腌菜大坑专项整治任务，化解了我省重大
食品安全风险。

我省大坑腌菜问题已持续近30年，生产环
境较为恶劣，对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破坏严
重。由于大坑腌菜分布广，尤其是部分市县规
模较大、数量众多，加之涉及众多农户切身利
益，以前虽经多次整治，数量却越来越多。

2019年，这一问题被列入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重点整改问题清单。省政府对此高
度重视，下决心根治这一顽疾。省市场监管
局确定了在今年6月底前实现全省腌菜大坑

“清零”和确保社会稳定的双重工作目标，督
导各地开展整治大坑腌菜攻坚战。各市将整
治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坚决贯彻落

实省政府要求，迅速部署安排，成立工作专
班，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形成上下
联动、部门协调、快速处置的工作机制。

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各市开展了三轮排
查，深入村屯摸排查访，发动群众反映情况，
将全省腌菜大坑底数摸透查清。经排查，全
省共有腌菜大坑16283个，除抚顺之外，其他
13个市都存在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沈阳新
民市（大坑腌渍酸菜）、锦州凌海市（大坑腌渍
咸菜）及周边鞍山、辽阳、盘锦、葫芦岛等地
区。全省大坑占地面积上万亩，共涉及农户
2600 余户，年产值 20 亿元，年产酸菜 130 万
吨，占全国80%以上；年产咸菜30万吨，占全
国10%。

在整治过程中，省市场监管局督促各地
建立台账，做到清零销号、一个不漏。对于存
量大坑，全部实现落图定位，实行清空一个，

回填一个，销号一个。对于新挖大坑，严格执
法，发现一个，取缔一个，及时制止，防范“破
窗效应”。同时，建立举报机制，发动群众加
强监督，确保不留死角。

腌菜大坑整改工作触动利益巨大，农户
对整治工作是否理解、接受是能否完成整改
目标的关键。全省各级领导带头深入村屯，
解读政策，确保宣传到户、到人。各市做好工
作预案，及时了解掌握各地群众动态，及时回
应群众诉求。同时，引导农户转变蔬菜种植
结构，积极帮助农户卖菜和储存，减少农户损
失，减轻工作阻力，防范社会风险。

同时，加强督导，形成攻坚合力。省市场
监管局多次到新民、黑山、凌海等地明察暗
访。向各市、县政府发出督办函10份，开展
暗访13次，深入村屯45个，移交举报线索98
条，回复群众诉求23件，要求追责整改1件。

各地压实责任，建立县乡政府牵头，市场监管
部门督办，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公安、自然资
源等部门参加的工作组，深入370多个村屯，
狠抓整改落实。

此次大坑酸菜整治工作采用疏堵结合的
方式，引导酸菜产业升级，鼓励采取工业化、
规模化生产方式，促进我省独具特色的腌菜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确保所有腌菜必须符合
食品生产安全规范要求和食品生产安全质量
标准。目前，辽阳县唐马寨占地100亩的酸
菜产业园正在建设中，沈阳、锦州的腌菜产业
园正在推进中。

当前，秋菜丰收在即，防止大坑腌菜反弹
成为重中之重。省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将开展抽查和验收工作，巩固整治成
果，督促各市落实责任，对回填的土地尽快实
现复耕，一经发现挖坑腌菜行为，严肃处理。

全省腌菜大坑实现“清零”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省市场监管局进一
步督促食品生产企业建立健全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制度，提升企业食品质量安全管控能力。
通过开展食品安全公开承诺、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抽考、食品安全风险自查和报告等措施，持续提
升企业食品安全管控意识和管理能力。落实进
货查验记录管理制度、生产过程控制制度、生产
经营全过程追溯体系，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目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系统中有食品生
产企业881家，其中由于注销、长期停产和季节
性停产而无法正常持续更新信息的有179家，
能够正常填报更新信息的企业有702家。

同时，督促企业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生产全过程追溯体系，做到来源可查、
去向可追。采购国产原料畜禽肉，必须逐批索
取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
采购进口原料畜禽肉、水产品，必须逐批索取入
境货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同批次核酸检测合
格证明。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全面落实“三个严
格”，保障食品安全。

严格从业人员防护管理。从业人员按规
定必须佩戴口罩上岗，接触散装直接入口食品
人员要佩戴手套；每天上岗前进行体温检测，
做好体温检测记录；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者
不得上岗。

严格生产营业场所防护管理。保持经常性
通风换气，每天进行场所消毒，做好消毒记录；
保持环境整洁卫生，对高频接触物体表面要用
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

严格经营场所秩序管理。重点提醒接触进
口冷鲜水产品、进口冷冻肉类的从业人员严格
做好个人卫生防护措施，穿戴工作帽、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或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面屏、手
套、工作服和胶靴，根据岗位需求穿戴相应的围
裙等，工作结束时需按照流程进行洗手消毒和
鞋靴的清洗、消毒。

全过程可追溯
常态化监管“不打烊”

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我省开展多
项专项整治，化解食品安全风险。开展固
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茶等食品专项整
治，目前，全省各市已完成相关食品生产企
业的摸底排查，我省现有固体饮料生产企
业 151 家，停产 93 家；压片糖果生产企业
54家，停产34家；代用茶生产企业104家，
停产77家。开展白酒小作坊专项整治，杜
绝白酒小作坊液态法生产，防止塑化剂污
染，强化检验，从根本上提升我省白酒小作
坊产品质量。

对高风险企业开展监督检查，严查食
品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省市场监管局对全
省食品生产企业进行了风险分析研判，梳
理企业风险等级，制定了年度监督检查工
作计划，对部分重点品种食品生产企业开
展体系检查，对冷冻饮品、白酒、婴幼儿辅

助食品等生产企业开展重点检查。截至8
月底，全省共检查食品生产企业 4608 家
次，发现部分企业存在原辅料进货查验记
录不全、生产投料记录不完整、出厂检验记
录不规范、卫生管理制度落实不严格等问
题，共有251家企业检查结果为“不符合”，
现已全部责令企业限期整改，确保食品质
量安全。

对肉制品生产企业和肉制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
的食品安全管理、原辅料采购、生产过
程控制、产品检验检测等情况，督促企
业做好原辅料采购制度管理，严格使用
食品添加剂，做好原辅料进货查验、供
应商审核及原料肉的兽药检测合格报
告等，严格生产加工过程微生物控制、
杀菌的温度和时间，产品包装控制，产品

标识标注，产品贮存、销售记录，做好检
验记录等。

在加强专项整治的同时，我省打建结
合，开展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规范化管理
示范创建活动。发挥示范店以点带面、示
范引领作用，推动小作坊生产加工设备设
施、卫生条件、生产加工场所条件得到进一
步改善。力争年内将小作坊改造率在去年
基础上提高 5%，达到 30%，实现小作坊产
品“买得安全，吃得放心”。活动开展以来，
省市场监管局积极组织各市对小作坊的明
示公示制度建立情况、原辅料及销售管理、
生产加工场所、生产设备设施、人员管理、
产品检验、标签标识管理、档案管理八个方
面进行检查规范。截至目前，共创建小作
坊示范店 1182 家，提升改造小作坊 3561
家，提升比例达到29.6%。

坚持打建结合 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我省整改
484家白酒小作坊

本报讯 为规范白酒小作坊生产经营，
提高白酒产品质量，我省组织开展了为期5
个月的白酒小作坊专项整治。目前，已检查
白酒小作坊2532家，发现问题504家，完成整
改484家。这是9月28日，记者从省市场监
管局了解到的。

我省共有白酒小作坊2645家，占全省小
作坊总数的 19.34%。本次检查责令停产 2
家，吊销白酒小作坊生产许可9家，注销1家，
立案18家，发现无证生产的白酒黑作坊4家，
35家白酒小作坊生产工艺、生产规模不符合
标准要求。未发现采购原酒或食用酒精加工
生产白酒，使用工业酒精等非食用物质、制售
假冒伪劣以及滥用甜味剂等食品添加剂的违
法行为。对符合转企升级的白酒小作坊，监
管部门按照白酒生产企业标准要求，指导帮
扶转企升级41家。

本次专项整治重点围绕四大任务开展。
检查白酒小作坊生产工艺、生产规模是否符
合白酒小作坊生产许可审查指导意见的要
求；检查是否存在采购原酒或食用酒精加工
生产白酒，是否存在使用工业酒精等非食用
物质、制售假冒伪劣的黑窝点、黑作坊以及滥
用甜味剂等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检查落
实承诺制度、明示公示制度、保证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标签标识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五
项主体责任制度；检查是否符合白酒小作坊
产品检验规定要求。

通过此次专项整治，省市场监管局摸清
了全省白酒小作坊的基本情况，建立了白酒
小作坊监管档案，进一步提升了我省白酒小
作坊食品安全质量水平。

你知道如何辨别
固、液态法白酒吗？

固态法白酒属中国传统酿造技艺，是
以粮谷为原料，采用固态（或半固态）糖化、
发酵、蒸馏，经陈酿、勾兑而成的，未添加食
用酒精及非白酒发酵产生的呈香呈味物
质，具有固有风格特征的白酒。

液态法白酒是以含淀粉、糖类物质为
原料，采用液态糖化、发酵、蒸馏所得的基
酒（或使用酒精），可用香醅串香或用食品
添加剂调味调香，勾调而成的白酒。

固液法白酒是以固态法白酒（不低于
30%）、液态法白酒勾调而成的白酒。

辨别方法：看标签上的标准，GB/
T10781.1是浓香型固态法白酒标准。GB/
T10781.2是清香型固态法白酒标准。GB/
T10781.3是米香型固态法白酒标准。也就
是 说 ，GB/T10781.1、GB/T10781.2、GB/
T10781.3 等 GB/T1 是固态法白酒。GB/
T20822、GB/T20821 是固液法或者液态法
白酒。

购买猪肉制品原料
认准“两证一报告”

猪肉制品生产监管工作中，“两证一报
告”是必检项目。“两证”是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一报告”是
非洲猪瘟病毒检测报告（证明）。其中“两
证”都有具体的证明单据，而非洲猪瘟病毒
检测合格证明一般在《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备注栏”。

我省市场监管人员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规范化管理示范创建工作开展检查。

欢迎关注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
方微信公众号

我省市场监管系统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制度创新

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助力“六稳”“六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