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自治区食药安委办组织召开 2021年上半年自治区
食品安全形势分析暨风险预警研判会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进行重大活动食品安全检查。

乌拉特海关关员在辖区番茄制品出口生产企业进行现场
监管。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调研督导节日期间农贸市场
食品安全工作。

（本版文图均由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提供）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督查检查食品生产企业安全
工作。

实施风险评估和标准制定专项行动

深入推进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建立自治区、盟市、旗县三
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设置
食品污染及有害因素监测点103
个，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院
1836 家。围绕重点时节、重点
品种开展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例
行监测（风险监测）3万余批次，
检测农兽药残留参数139项，覆
盖全部旗县区；在新收获和库存

粮食质量安全监测样品中分别
安排不少于15％和10%的比例
进行食品安全指标检测，对粮食
污染情况进行监控。不断强化
进口食品的风险监测管理，及时
报送监测数据信息，保障数据信
息在国家层面有序交流。科学
规范开展标准制修订，发布实施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17项，基本
涵盖我区地方特色食品。

实施农药兽药使用减量和
产地环境净化行动

2021年农药使用量较2018
年亩均减少8.9%；化肥亩均降低
7.3%，农民用药结构不断优化。
各地通过建立控肥增效技术核心
示范区，减肥新技术应用范围不
断扩大，农民科学有效施肥意识
持续提升。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
化进一步提升。按照“先易后难、
分步实施”的原则，在试点养殖场
和大型养殖企业开展兽用抗菌药
使用减量化行动，科学、规范使用
兽用抗菌药，实现“优供给、强安
全、保生态”养殖业绿色发展目

标。
2019 年以来，连续开展农

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工
作，自治区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
监测网框架基本构建，完成全区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
分。持续在部分重点地区开展
了耕地土壤环境治理修复试验
示范。2020—2022 年，因地制
宜对 105039 亩安全利用类耕
地、12904亩严格管控类耕地采
取有效技术措施，保证了安全利
用。

实施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

持续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
追溯体系建设，注重提高婴配乳
粉追溯体系覆盖范围、保证平台
上传数据质量、提高企业产品消
费者查询率等重点工作。全区
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国家
食品工业企业追溯平台接入率
超过 70%，2022 年追溯数据查
询率较2021年提升230%。

强化婴幼儿配方乳粉品牌
建设，促进骨干企业发挥引领作
用，培育优质品牌。重点支持伊
利集团婴儿配方奶粉全生命周
期智能化管理及全产业链智能
生态服务项目和内蒙古乳液研
究院国家乳业创新基地-乳品制
造业共性技术研发及全产业链
服务项目，取得成效。

实施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严格落实学校食品安全校
长负责制。与供餐单位签订供
餐合同，明确双方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师生
饮食健康。

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全
区学校食堂共 5653 家，已有
3841 家实行“互联网+明厨亮
灶”，占比67.9%；学生集体配送
单位全部实行“互联网+明厨亮
灶”。

落实校外供餐单位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按照《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定期
开 展 食 品 安 全 自 查 ，建 立
HACCP 体系认证的校外供餐
单位达到50%。严查校园及周
边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有
效遏制了餐饮环节食品安全事
件的发生。利用“两库一平台”
常态化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宣传
培训。

实施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行动

全面打击售卖“山寨”“三
无”、假冒、劣质、超期食品等违
法违规行为，持续加大对农村牧
区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监督
检查频次和抽检力度。实施乳
肉制品质量提升行动，采取“四
不两直+暗查暗访”方式，对乳制
品、肉制品、植物油、白酒等重点
产品进行专项整治。发挥供销
系统优势，不断夯实农村牧区食
品流通经营服务网络基础，切实
做好“优质安全食品下乡，优质
农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网络
体系建设，不断净化农村牧区消

费市场。
3年来，共查处假冒伪劣食

品行政处罚案件 2022件，罚没
金额889.5万元，破获农村牧区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218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471名，涉案金
额1.74亿余元；清理农村牧区食
品销售者的主体资格，排查
68213家食品经营户，依法取缔

“黑工厂”“黑窝点”和“黑作坊”
等无证无照经营主体 380 户。
农村牧区生产经营食品市场存
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得到
了有效治理。

实施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

全面实施餐饮服务标准化
管理。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采
用色标管理、五常、六T、4D等
先进食品安全管理方法，全区
共创建先进管理示范店 2762
家，“五化”管理示范街146条，
实施色标管理的餐饮服务提供
者 60748 家，实施比例 56.2%。
大力推广网络餐饮食安封签
活动，确保餐饮服务送餐安
全。加强小餐饮监管，优化小
餐饮营商环境。按照“三个一
批”的原则，提升创建一批基
础条件较好的小餐饮，整改规
范一批经营管理不规范、具备

基本条件要求且有意愿整改
的小餐饮，坚决取缔一批卫生
条件极差、存在严重食品安全
隐患和使用有毒有害非食品
原料的小餐饮“黑心店”。完
善餐饮安全风险分级管理。
出台《内蒙古自治区餐饮服务
风险分级管理办法（试行）》，
全区实施风险分级管理的餐
饮单位达到 91851 家。开展

“餐饮安全你我同查”活动，并
定期开展直播，实时公开监督
检查过程，引导和督促餐饮服
务提供者履行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推动行业自律。

实施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保健食品市场存
在的违法生产经营、违法宣传
营销、欺诈误导消费等行为，共
检查生产和经营主体 72165家
次 ，发 现 问 题 1816 个 ，责 令
2304家企业全部完成了整改，
责令停产停业1家。

2020 年以来，共破获涉保
健食品类刑事案件 30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30 名，涉案金额

640万余元，严厉打击了保健食
品非法添加、欺诈和虚假宣传
等违法犯罪行为。重视科普宣
传和消费者维权服务工作。举
办科普宣传1626场次、参加人
数717890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391419份，收到群众投诉举报
861条、根据举报查处问题125
个，查处保健食品经营环节违
法案件52件。

实施“优质粮食工程”行动

推进粮食质检体系建设。
全区68个产粮县（旗）粮食质检
机构能力得到完善提升，5万吨
以上产粮县（旗）监测覆盖面达
到60%以上，基本实现“机构成
网络、监测全覆盖、监管无盲
区”的建设目标。粮食加工品
产业稳步发展，共有粮食加工
品 生 产 企 业 655 家 ，年 产 量
96948.45万吨，年产值434742.2
万元，年利润41158.57万元；生

产加工小作坊 867 家，年产量
154.0763 万吨，年产值 14471
万元，实现利润 3126.85 万元。
推进“中国好粮油”内蒙古行
动。认定示范旗县 27个，示范
企业 66个，完成优质粮油增加
量 139.84 万吨以上，增量超过
107.57%。呼和浩特中粮面业
有限公司9款产品、内蒙古恒丰
集团的3款产品被评为“内蒙古
好粮油产品”。

实施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

全面落实进口食品准入和
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制度。对
蒙古国小麦粉、黑麦粉、乳品
管理体系进行现场评估，相关
产品已实现准入；完成 800 余
家境外加工食品、植物源性食
品、水产品企业注册申请审核
工作。严格实施进口食品监
督抽检和风险检测。将边民
互市贸易进口食品纳入监督
抽检计划，严格按照系统布控
指令实施抽批。强化不合格

进口食品处置。2019年以来，
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化妆品
共 33批次，均已按规定实施退
运或销毁。严格执行进境动
植物产品检疫审批。2019 年
以来，开展冻马肉、冻牛肉、冻
鸡爪、油菜籽、小麦、大麦、荞
麦、燕麦、大豆等检疫审批工
作。严厉打击食品走私违法
犯罪活动。2020年以来，共办
理走私食品行政案件 166 起，
刑事案件13起。

实施“双安双创”示范引领行动

稳步推进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
建工作。完成对呼和浩特市、
乌兰察布市第三批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省级初评；指导包头市、
巴彦淖尔市、锡林郭勒盟创建
国家第四批、第五批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启动自治区级食品
安全示范旗县创建工作，制定
《自治区食品安全示范旗县

（市、区）创建管理办法及实施
细则》。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建设，加强对国家农安
县的监管检测力度，近三年我
区对国家农安县开展检验检测
5000余批次，占到全部检测总
量的 20%。2021年，国家农安
县例行检测合格率达 99.6%，
比全区平均水平高 0.2 个百分
点，质量安全水平平稳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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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群众关切围绕群众关切 强化风险防控强化风险防控 守护食品安全守护食品安全

内蒙古内蒙古““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成效显著成效显著
2019年以来，内蒙古大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不断完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构建食品安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整治人民群众普

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持续开展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全区食品安全形势稳中向好，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