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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场监管局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整治

四川经济日报讯（李先进 记者 钟正有）近
日，广汉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公安局、综
合执法局等部门，对该市 2家校外培训机构进行
突击检查。检查发现，两家培训机构均在未取得办
学许可的情况下，从事教育培训经营活动。执法人
员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法律法规及政策宣讲，并
当场责令其立即停止办学。

2019年以来，该局大力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整
治工作，积极参加市教育局牵头组织开展的校外
培训机构联合检查，配合做好无证无照从事教育
培训经营行为的查处规范，截至目前，共开展联合
执法检查 3次，检查校外培训机构 9家，同时加强
日常检查和专项整治，依法查处校外培训机构经
营中存在的虚假违法广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行
为，截至目前共开展执法检查6次，检查校外培训
机构35家次，立案查处校外培训机构侵害消费者
个人信息保护权、发布虚假广告等违法案件2件。

该局妥善处理校外培训机构投诉和交办工
作，共调处校外培训机构消费投诉1件、核查德阳
市局交办校外培训机构违法线索1条。

广汉市场监管局
加强夏季食品安全监管

四川经济日报讯（吴晓燕 记者 钟正有）针对
夏季食品安全事故易发多发的实际，广汉市场监
管局突出重点强化监管，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加强重点场所餐饮监管。以学校食堂、热点餐
饮单位等为重点场所，以是否落实好索证索票及
进货查验制度、从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操作是否
规范、就餐点是否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为主要内容，
严厉打击无证无照经营行为，切实保障餐桌上的
安全。

加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突出线下摸排，
督促、指导对违规问题的整改；对美团外卖、饿了
么就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进行约谈，要求其严格落
实主体责任，做好风险控制，抓住关键环节，严格
落实过程监管。

加强冻库食品检查。对全市食品生产企业冻
库、超市冻库、第三方冻库进行全面登记排查，切
实加强冷藏冷冻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

加强宣传，营造共治氛围。结合“食品安全宣
传周”等活动，各成员单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摆
放食品安全宣传展板、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向群
众宣传食品安全意义，倡导健康消费，营造全民监
督食品市场安全的良好氛围。

四川经济日报资阳讯（魏茂蝶 记者 汤
斌）近日，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全面启动 2019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随机抽查工作，全
市 354户企业、80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全面
接受检查。

据了解，此次抽查对象由四川省市场监
管局通过随机摇号的方式，对全省存续并完
成 2018 年度年报的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各按2.5%和3%的比例抽取，并将名单现场派

发各市（州）局，由当地市场监管部门随机抽
取与检查任务匹配的执法检查人员。

执法人员将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检查、网
络监测等方式比对相关信息，着重对企业登记
事项和公示信息进行检查，主要涉及企业登记
名称、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和企业通过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应依法公示的信息，重点检查年报
信息是否存在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情形
以及是否存在通过登记的经营场所或者住所

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形。同时，结合行业和执法
人员特长等特点，做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依法依规完成其他检查事项，提高发现问题和
防范风险的能力，为企业和基层减负。

据悉，此次抽查工作将于11月20日前全
面完成，并在每户市场主体抽查完成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按规定程序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将此次抽查结果记于企业名
下并向社会公示。

什邡市场监管局
严格监管食品安全生产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为强化食品
生产企业法律意识，落实食品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提升食品安全工作质量，7月30日，什邡市召开了
2019年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会。

什邡市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及市级相关部
门、各镇（街道、经开区）食品安全分管负责人、全
市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参会，市政府副市长鲜从
海出席会议。

会议总结了 2018年及 2019年上半年全市食
品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通报了当前监管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和安全隐患，并安排部署了下半年监管
重点工作。企业代表四川道泉老坛酸菜公司就食
品质量管理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切实增强抓好食品安
全生产的信心和决心，落实“四个最严”，全面提升
食品安全生产监管合力；要突出重点，标本兼治，
要切实履行食品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正视存在的
问题，切实加强整改，严守安全底线；要狠抓监管，
突出问题导向，强化专项整治、飞行检查，提升食
品安全生产监管效能；要优化作风，加强食品生产
监管队伍建设，规范执法程序，严格依法行政，全
力以赴抓好食品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峨眉山市场监管局
加强旅游餐饮行业食品安全管理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张隐芳 记者 林立）8
月，是峨眉山市旅游旺季，也是细菌滋生较快、食
源性疾病多发的季节。为保障游客食品安全，峨眉
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近日组织举行了全市重点
旅游餐饮行业食品安全培训。

来自峨眉山市重点旅游餐饮行业，包括美团
外卖及团购中的“网红店”负责人在内的100多名
食品安全管理员人参加了培训。培训中，峨眉山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强调，各旅游重点餐
饮服务单位必须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并结合近期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做好食
品原材料尤其是猪肉的索证索票及台账记录，做
好消毒工作及台账记录，明确餐厨废弃物流向，做
好餐厨废弃物处置台账。

培训会要求，各旅游重点餐饮服务单位要做
到明码标价，不能随意哄抬价格，不能虚假宣传，
要诚信经营、守法经营。同时，各旅游重点餐饮服
务单位要把好食品原材料关，为避免交叉污染，不
能生、熟及半成品混放，对于团队接餐的酒店及重
点旅游餐饮服务单位要做好食品留样工作，要加
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
进行报告，确保旅游旺季中的食品安全工作落到
实处。

大邑县举办
社会企业培育发展工作专题培训

四川经济日报讯 为推动大邑县社会企业培
育发展工作，近日，大邑县社治委联合县市场监管
局举办大邑县社会企业培育工作专题培训会。县
民政局、人社局、妇联等部门和各乡镇、街道分管
负责人、相关企业和社会组织负责人共计 148人
参加。

会上介绍了全县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现状和下
一步工作计划，详细解读了市、县出台的社会企业
培育发展政策；四川中和农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等 3家已认证社会企业进行了社企案例分享；社
会企业第三方评审机构“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
发展促进中心”代表对成都市社会企业申报认证
工作作了专题培训；“成都博方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现场发布大邑县社会企业培育工作计划并征
集大邑县社创项目、观察社会企业名单。

此次培训会的召开，标志大邑县社会企业培
育工作全面启动，为加快社会企业孵化培育，提升
社会企业自我持续发展能力，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起到了推动作用。

（邓月宜）

华蓥市场监管局
坚持食品问题“零容忍”

四川经济日报讯 华蓥市市场监管局近期持
续开展了食品生产企业监管行动。

严格实施监督检查。该局坚持关口前移，强化
源头控制，以日常巡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全面掌握
辖区食品生产企业基本情况和食品安全现状，对
检查发现的问题督促企业整改到位，对不能持续
满足生产许可条件的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
约谈企业负责人，乃至依法关停、强制退出。

加强食品安全培训。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企业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从业人员健康证
明、环境卫生、原料贮存、进出货台账记录、添加剂
使用相关标准及使用记录等为重点，对企业员工
开展培训，强化食品生产过程管控，督促生产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

严厉查处违法行为。坚持以隐患排查“零死
角”、问题整治“零容忍”、违法违规行为“零放过”
为基准，对于无证生产加工的企业坚决取缔，对制
售假冒伪劣、非法勾兑、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
为严厉打击，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截至目前，共检查 6 家食品生产企
业，下发监督检查记录6份，发放责令整改通知书
3份，立案2件。 （张 峰）

华蓥市场监管局
开展药品安全培训

四川经济日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医生合
理用药水平，完善农村地区药品安全监管体系，近
日，华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明月镇卫生院举办
了药品安全工作培训会，该卫生院相关人员及明
月镇16名乡村医生参加了本次培训。

培训会紧紧围绕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管中发现
的药品管理问题，结合《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
实施条例》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对乡村卫生所药品的购进渠道、保管情况、假
药劣药如何认定以及特殊药品管理等几方面进行
了重点授课，向与会乡村医生传达了药品质量监
督管理的重要意义，要求农村地区医务工作者切
实保障人体用药安全，维护人民身体健康。

此次培训进一步增强了乡村医生合理用药的
意识，对日常诊疗工作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胡 杨）

营山市场监管局
为帮扶村“送健康”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营山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携手营山县医药质量管理协会和爱心企业在双
溪乡华光村举行了主题为“精准扶贫送清凉·爱心
捐赠暖人心”帮扶活动。让帮扶村的群众在炎热的
夏季感受到来自帮扶部门送来的丝丝清凉。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免费为村民测血压、测
血糖血脂，同时，还为村民把脉开处方，并针对每
位村民的身体状况，分别提出了一些健康和调理
意见；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将宣传资料和药品发
放到村民手中，叮嘱大家空闲时多学习健康知识，
按使用说明合理用药；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对村
民们进行了政策宣传，鼓励大家用勤劳的双手创
造美好生活，实现脱贫奔小康的美好愿望。

（李永辉）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棉轩 记者 庄祥
贵）8月 1日，两名年轻人进入石棉县市场监
管局，推销某品牌系列日化用品，直接被该局
执法人员当场挡获。

经查，这两名推销人员系应届毕业大学
生，从成都某公司处进购某品牌系列日化品
来石棉进行推销，未办理《营业执照》，属违法

推销。
在现场调查执法之初，两名推销人员抵

触情绪强烈，认为只要产品质量合格，就可随
便销售。在执法人员耐心解释并组织其学习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后，两名推销人员
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为情绪失控表示道歉。
同时，二人写下《保证书》，承诺在依法办理

《营业执照》前，不再从事任何形式的产品推
销活动。

执法人员提醒，任何人开展经营活动，都
必须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刚刚进入社会的
大学生们更要学法、懂法、用法，在不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
权益。

四川经济日报讯（刘丹 记者 钟正有
文/图）近日，广汉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
了全市加油站计量工作会。62家加油站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通报了 2019 年全市加油站计量
监督检查有关情况，督促加油站严格遵守
计量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加油站开展
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包括诚实守信经营、
使用合格计量器具、按期检定计量器具确

保计量器具准确有效；配合计量执法监督
检查和热情服务等内容，如果发现不诚信
行为，消费者可拨打举报电话 12315；进
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加油站
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培
训；对全市加油站计量及区备案情况、强
制检定情况、计量器具使用情况以及加油
站日常工作中的一些常见问题进行了详
细讲解。

会议强调，全市加油站要严格遵守
计量法律法规，开展诚信计量自我承诺，
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市场监管局相关
股室队所要加强监督管理和服务，对利
用加油机实施计量作弊的违法行为，坚
决依法严厉打击和查处；市场监管局相
关股室和加油站要加强沟通联系，做好
法律法规宣传和强检计量器具检定等服
务工作。

资阳市启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

石棉市场监管局现场挡获违法推销

广汉市场监管局强化加油站计量监管

四川经济日报讯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国疫苗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将在
建立追溯标准规范的基础上，落实不同环节
主体责任，从健全疫苗追溯系统、健全省级疾
控机构信息系统、建设疫苗追溯协同服务平
台、建设疫苗追溯监管系统方面共同推进。

国家药监局日前举行《疫苗管理法》颁布
法规解读宣传贯彻研讨会，国家药监局信息

中心规划与标准处副处长张原表示，新法第
一章第十条明确，我国实行疫苗全程电子追
溯制度，以破解疫苗信息化监管不畅难题。张
原表示：“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
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制定统一的疫苗追溯标
准和规范，建立全国疫苗电子追溯协同平台，
整合疫苗生产、流通和预防接种全过程追溯
信息，实现疫苗可追溯。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

应当建立疫苗电子追溯系统，与全国疫苗电
子追溯协同平台相衔接，实现生产、流通和预
防接种全过程最小包装单位疫苗可追溯、可
核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应当依法
如实记录疫苗流通、预防接种等情况，并按照
规定向全国疫苗电子追溯协同平台提供追溯
信息。”

张原说，疫苗追溯协同服务平台作为疫

苗信息化追溯体系的“桥梁枢纽”，串联疫苗
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追溯信息，主要实现
分发疫苗企业和产品的基础数据、提供编码
规则的备案和管理服务、提供不同追溯系统
地址解析服务等功能；疫苗追溯监管系统主
要用以实现生产、库存、流向查询，以及发布
召回警示、风险预警等功能。

(张明浩)

国家药监局：
我国将建立疫苗追溯体系明确路径

工作会现场

四川经济日报讯 7月 30 日，雅安市市
场监管局局长任永强主持召开第 16 次局党
组会，传达贯彻全省市场监管工作推进会暨

“四大活动”总结会精神，研究部署下一阶段
重点工作。

会议要求，要严格按照省市场监管局确
定的8项重点工作要求，结合雅安实际，在抓
落实上出实招，对雅安市场监管工作进行深
入细致研究，确保工作落实到位；要进一步优

化行政审批流程，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要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着力
构建质量共治格局，推进质量强市建设，促进

“雅安造”产品质量稳步提升；要坚守安全底
线，确保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和产品质量安
全；要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规范市场秩序
相结合，继续加强线索排查，整治市场乱象；
要推进地理标志精准扶贫、商标品牌富农工
作，加强“雅字号”品牌培育和建设，不断提升

“蒙顶山茶”“雅安藏茶”“汉源花椒”等“雅字
号”品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职
责，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27条具体
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要推进“大数
据+监管”，不断提升监管实效性和精准性；
要对标省市场监管局“225战略”和市委绿色
发展示范市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使命、新目
标，创新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高质量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 （雅轩）

雅安市市场监管局
传达贯彻全省市场监管工作推进会暨“四大活动”总结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