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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近年来抽检 68 家餐饮具消毒企业 让消费者野吃冶得放心

铁腕治“碗”两年关停 15 家企业
姻 商报全媒体/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文/图

外出就餐看笑脸看等级袁放心吃米粉面条伊面噎噎近年来袁我省食药监管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
舌尖上的安全袁成果显著袁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形势逐年好转遥 针对在餐馆就餐使用的消毒餐具袁16 日袁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从省食药监局获悉袁以后袁在海南岛内就餐无需再为消毒餐具是否卫生干净而担心遥

接手新工作
守护食品
“最后一道关卡”
消毒餐具是每个人在餐馆
用餐时都不可缺少的东西遥 但长
期以来袁清洗不干净尧消毒不彻
底的问题却随处可见袁餐具的卫
生安全质量令人十分担忧遥餐具
消毒生产环境脏乱差尧生产设备
陈旧污秽尧洗涤消毒用水更换不
勤尧 车间外来污染防控不严尧消
毒后成品存放不当遥
2016 年 5 月袁 海南省餐饮
具集中消毒企业食品安全监管
职能划转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遥 这项野新冶工作使我省食
品安全野从农田到餐桌冶的全链

条监管体系更加完善袁 也给食
药监局监管工作带来不小的工
作难度遥
我省食药监管部门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
安全野四个最严冶的工作要求袁坚
持野放尧管尧服冶袁将集中消毒餐饮
具监管工作列入重点工作清单袁
按照野制定标准尧清单管理袁明确
责任尧落实监管袁一线指导尧做好
服务袁多次整治尧严格执法袁分级
管理尧社会共治冶的工作方法进
行监管袁为人民群众守护好食品
安全的野最后一道关卡冶遥

多次整治
关停 4 家严重不合格企业
划转时袁海口市共有餐饮具
集中消毒企业 16 家袁 占全省的
四分之一遥 为加强海口市集中消
毒餐饮具监管工作袁海口市食药
监管局印发了叶关于加强海口市
集中消毒餐饮具监管工作的具
体要求曳袁涵盖叶餐饮具集中消毒
企业检查评定手册曳尧 监管档案
建立尧 野十四必须尧七不准冶 生
产清单尧监管工作要求以及违法
行为查处等各方面袁明确尧统一
全市监督管理标准要求袁做到监
管有依据袁执法有支撑遥
同时袁该局与各企业签订了
叶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食品
安全管理清单告知承诺书曳袁并
将有关法规尧制度文件发放至企
业袁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主体责
任曰在监管系统内袁市食药监局
按照餐饮具集中消毒企业监管
整体工作要求袁明确监管工作由
市食药监局统筹协调袁各区食药
监局负责监管的工作模式袁明确
各区局分管负责人以及各企业
的日常监管责任人袁确保工作有
岗位袁监管有力量遥
此外袁在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的同时袁该局贯彻落实一线工作
法袁联合各区局对从餐饮具消毒
厂进行多现场全面指导袁全程跟

踪建设情况袁推进餐饮具集中消
毒行业标准化建设遥 并参考餐饮
业监管模式袁制作了叶海口市餐
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监管信息公
示栏曳袁 对餐饮具集中消毒企业
按照检查结果实施分级管理袁同
时将企业负责人和监管工作信
息进行公示袁使其食品安全管理
情况一目了然遥
野在整治工作中袁琼山区康
美洁尧海康尧秀英区羽之洁尧龙华
区明滇餐具消毒厂等企业被责
令 停 业整 顿 袁 琼 山 区 飞 语 尧昌
洁尧 龙华区康康净发以及秀英
区喜临门餐具消毒厂等 4 家严
重不合格的企业已被依法关
停遥 冶 该局有关负责人说袁2016
年 6 月以来袁该局对全市餐饮具
集中消毒企业开展了 7 次全覆
盖专项整治袁多次组织 野省尧市尧
区尧所冶四级联合检查袁出动监管
执法人员 558 人次袁对照标准开
展检查工作袁 以问题为导向袁有
的放矢袁责令存在问题的企业限
期整改到位遥
该负责人表示袁海口市食药
监管局将要求企业将分级信息
标示在包装上袁供使用单位及消
费者选用时参考袁倒逼落后企业
提升生产水平遥

银餐具浸泡用水更换不及时袁水体浑浊渊整治前冤

高频次抽检
7 轮次整治消毒餐饮具企业
2015 年 4 月以来袁省食药监
局采取十余项举措袁持续对全省
集中 消 毒 餐 饮具 行 业 进行 了 7
个轮次的整治遥
省食药监局一把手亲自调
研部署尧 拉网排查问题隐患尧印
发产品安全风险防控关键要点尧
发布专项整治公告尧高频次全覆
盖抽检并公告合格企业名单尧标
准化评定企业等级尧公告各企业
抽检不合格项及等级评定结果尧
树立标杆示范企业尧印发标准流
程图册尧处罚并公开经营不合格
消毒餐具的餐馆企业尧盯死停产
整改不达标企业尧邀请媒体巡访
报道企业整改情况尧对单验收每
家企业整改落实情况尧汇总公布
各企业整改情况遥
同时袁通过对企业普遍进行
指导培训袁 彻底关停条件差尧无
能力尧无意愿整改企业袁责令未
达标尧未按期整改到位企业暂停
生产袁专人盯守停产企业有无私

自复产行为袁处罚餐馆接收不达
标企业供货的行为等一系列具
体实在的举措袁彻底扭转了全省
集中消毒餐饮具行业产品不合
格率高尧 生产环境脏乱差尧野劣
币冶驱逐野良币冶的局面遥
整治中袁全省 68 家餐饮具集
中消毒企业先后有 15 家被关停袁
关停率达 22%曰 影响产品卫生安
全的突出隐患得到了根本性整
治袁问题整改到位率达 94%遥 经过
多轮次的整治袁 全省餐饮具集中
消毒企业生产规范化程度明显提
升袁产品抽检不合格率持续下降遥
野市民在省内就餐无需再担心
消毒餐具的卫生干净遥 冶省食药监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袁他们将保持高
压态势袁持续抓好全省集中消毒餐
饮具行业整治成效的巩固袁 防止
问题反弹遥 同时袁欢迎广大消费者
拨打 12331 或 12345 对生产问题
餐具的消毒企业尧使用问题消毒餐
具的餐馆进行投诉举报遥

多道工序
让回收餐具变得洁净如新
这项使我省食品安全野从农
田到餐桌冶的全链条监管体系更
加完善的野新冶工作究竟监管得
如何钥 一次性消毒餐具是怎么生
产出来的钥 近日袁商报记者带着
这些疑问走访了海口多家一次
性消毒餐具清洗公司遥
一套回收的餐具袁 经过除
渣尧浸 泡 尧 清 洗 尧 高 温 消 毒 等 多
道 工 序 的 野清 理 线 冶袁 就 从 沾 满
食 品 污 垢变为洁净如新袁 最后
要这是记 者
才能进行包装遥 要要
在海口一家餐饮具集中消毒企
业车间看到的一幕遥每套封装后
的餐饮具上都印有企业名称尧电
话尧生产日期尧使用有效期以及
举报电话袁来源标注详细遥 消毒
单位还配备自检室袁对每批次餐
具进行致病菌检测袁保证完全合
格才有野资格冶出库遥
野不得不承认在餐馆就餐袁

花 1 元钱买来的餐具越来越干
净袁越来越让消费者放心使用遥 冶
海口市民廖先生说袁用开水烫烫
餐具并不是代表餐具不干净袁更
多是一种心理作用遥
野经过多轮多次检查指导和
督促整改袁海口市辖区内现存的
14 家餐饮具消毒企业多数已按
照标准要求进行了改造袁一改过
去耶脏乱差爷的现象袁基本做到设
备设施齐全尧 环境卫生清洁尧生
产流程规范尧 从业人员健康合
格尧统一着装遥 其中袁金椰康尧福
乐康以及康利洁餐具消毒厂等
基本完成标准化建设袁达到较高
的生产水平遥 冶海口市食药监管
局有关负责人说袁为检验专项整
治工作成果袁 今年 4 月中旬袁省
食药监局对海口市餐饮具集中
消毒企业产品进行了全覆盖抽
检袁检测合格率达 100%遥

银工人戴着口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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