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强疫情防控和节日市场监管，维护良
好市场秩序，春节期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立足
职能、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放心消费、
安心过节。

市药监局
多管齐下强化药品监管

加强值班值守，确保药品监管工作持续推
进。天津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专题研究部署春节
期间药品监管、信访投诉、内部安全等各项工作，
印发《关于加强春节期间药品流通市场监督检
查的通知》。成立应急处置队伍，健全反应迅速、
处置高效的应对救援联动机制，加强值班人员
岗前培训。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干部在岗带班
和专人值守制度，压实各级各部门监管责任。
每日督导检查，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

位。对防疫药品、医用防护用品等重点防疫物
资及相关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检查。加强对新
冠病毒疫苗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监管和流向管
控。持续强化购买发热、咳嗽、抗病毒、抗菌素
等药品实名登记工作，春节期间，每日对零售药
店落实实名制购药登记制度情况开展督导检
查，夯实零售药店在疫情防控中的“哨点”作用。
强化药品监管，确保药品流通市场经营规

范有序。加大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检查
力度，加强疫苗、中药注射剂、无菌和植入性医
疗器械等高风险产品监管。对医院周边、集贸

市场等重点区域强化巡查检查，严厉打击非法
收售药品行为，督促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高药品安全投诉举
报处理效率。

春节期间，全市药监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
4142人次，检查药品经营企业1275家、药品生
产企业1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738家、化妆品
经营企业624家。

和平区市场监管局
全面检查维护市场秩序

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抓实节日市场监管
和应急值守工作，辖区六个市场监管所每日不
少于10名监管人员上岗，确保监管任务和应急
处置要求落实到位。持续强化监督检查，结合
疫情防控要求，从严检查进口冷链食品经营户
落实“五不准”要求情况；加强食品、药品、特种
设备及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做好市场价格监测，
及时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打击各类违法违规
行为。

春节假期期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596人
次，检查经营户845户次，其中食品销售经营
户243户次、餐饮服务经营户256户次、食用
农产品经营户173户次，检查旅游景区10个
次，检查商场、超市、集贸市场28个次，检查电
商平台、网络经营户25户次，现场督促整改4
户次。

河北区市场监管局
每日巡查筑牢安全防线

强化食品安全和价格监管。组建市场秩序监
督员队伍，每日深入辖区大型商场超市、菜市场、
餐饮服务单位等场所，检查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库
存和采购食品查验、商超散装食品管理等情况，督
促经营者全面落实食品安全和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密切关注粮、菜、肉、蛋等农副产品价格，督促
经营者明码标价，避免出现囤积居奇、哄抬价格、
串通涨价等不正当价格行为。
强化特种设备和计量安全监管。以大型游乐

场、车用气体充装单位、供热站、医院等场所为重
点，对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和计量器具
等开展监督检查，督促使用单位增强安全意识，严
防安全事故发生。
春节假期期间，该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259人次，检查经营户922户次，其中食品销售
经营户399户次，商场、超市、集贸市场161个
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97家，旅游景区21个次。

河东区市场监管局
履职尽责严抓监督检查

为保障辖区节日市场安全，河东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成立工作专班，结合节日特点和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制定监督检查方案，确保各项工作落

实。该局负责同志每日带队开展巡查和专项执法
检查，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以零售药店为重
点，持续强化退热止咳类药品实名制购药登记制
度；以人员密集场所电梯为重点，开展特种设备执
法检查；强化价格监管，启动价格预警监测机制，
加大对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的处置力
度，稳定市场秩序；加强广告监测，严查虚假违法
广告案件，打击商标侵权。

节日期间，共出动执法人员200余人次，检查
食品经营户300余户次，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8家，检查商场、超市、集贸市场58个次，检查电
商平台、网络经营户69户次。

东丽区市场监管局
抓实“三严”确保食药安全

严管食品药品经营。强化冷链食品监管，检
查各类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610户次，督
促严格执行“五不准”要求；充分发挥天津冷链食
品追溯平台作用，全区生产经营单位累计注册
200户，录入商品3101批次，做到应录尽录。组
织零售药店召开线上视频会议，对落实实名制购
药登记、加强处方药销售管理等问题进行再强调、
再部署。

严控安全风险隐患。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
检查、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等行动，排查各
类生产经营单位804户；加大农村拆迁地区药品
巡查、检查力度，严防无证经营药品等行为。截至

目前，共检查零售药店230家次，约谈9家，警告3
家，停业整顿3家。
严打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

求，打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行为，及时处置各种安
全隐患。今年以来，办理食品药品安全案件30
件，罚没款合计11万余元，有力维护了安全稳定
的市场秩序。

西青区市场监管局
守土尽责维护消费者权益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保障群众舌尖安全。加
大对春节连市餐饮服务单位、商场超市、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易市场等重点场所及重点点位的监督检
查力度，检查食用油、粮食制品、酒类产品、乳制
品、肉制品等重点品种，特别是“年夜饭”食品安全
情况。
加强市场价格监管，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对

杨柳青古镇、曹庄热带植物园、精武镇中华武林园
3家景区明码标价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加强对
农贸市场、药店及餐饮单位等价格监管，督促经营
者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同时，严厉打击虚假宣
传、销售不合格商品及假冒侵权商品等侵犯消费
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严防安全事故发

生。对高铁站、地铁站、商场超市、游乐场等人流
密集场所在用的电梯、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开展
检查，重点检查在用设备是否在检验周期内、操作
人员是否持证上岗、维保记录是否齐全等方面。
春节期间，共出动执法人员155人次，检查各

类经营户283户次，其中食品生产经营单位89户
次，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等120个次，检查电商平
台、网络经营户5户次，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11家，检查药店16家。受理12315投诉举报81
件次，均按程序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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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心工程做成百姓放心工程
市市场监管委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民心工程任务建设

加强疫情防控 春节期间“不打烊”

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有力护航节日市场

强化节日食品安全监管

守护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正月十五闹元宵，家家户户都有吃元宵的习
惯，那么如何正确选购和食用元宵呢？天津市市
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元宵节消费提示。

仔细选购更安全
在选购速冻元宵时，应仔细查看包装是否密

封完好，食品标签标识内容如生产厂家、生产日
期、保质期等信息是否齐全。应选择色泽均匀、鲜
亮，没有明显粘连，形态完整，没有裂口或脱粉现
象，包装袋内冰碴不多的产品。
在选购新鲜元宵时，应查看其外观是否色泽

鲜亮，若出现霉斑或颜色变淡、发灰等情况，说
明糯米粉品质不好或存放时间过长；气味应有糯
米粉和馅料的香气，而不能有霉变、腐败、哈喇
等异味。

合理食用更健康
元宵属于富含淀粉类食品，糖分和油脂含量

相对较高，不易消化，一次食用过多可能引起胃部
不适，建议适量食用，特别是糖尿病和高血脂患
者，同时食用时应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黏软
的糯米冷却后质地变硬，口感变差，最好趁热食
用。另外，食用元宵前可先吃蔬菜或高蛋白食物，
有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

精心储藏更妥当
家庭自制的元宵可直接放入冰箱中，冷冻后

及时分装成小份冷冻保存，避免交叉污染。购买
的速冻元宵应冷冻保存，不宜长期放在冷藏的环
境下。食用前不需解冻直接放入沸水锅中煮熟煮
透即可。

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
部署，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加强春节期间食品安全
监管，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饮食安全，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
新春佳节。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分管

负责同志多次深入基层，督导检查节日食品安全保障
工作，并邀请驻委纪检组联合开展暗访督查，督促推动
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针对节日期间食品消费特点，加大对重点区域、重

点单位、重点食品品种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食品经营
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厉打
击违法违规行为。检查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765
个次，对大型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展突击夜查，督促
食品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要求；检查各类餐饮服务
主体4767户次，特别加强对承办“年夜饭”的餐饮单位、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供餐单位的监管，严控加工制作过
程食品安全风险；督促指导农村流动厨房经营者备案，
强化农村集体聚餐监管，严防发生群体性食品安全事
故；加强网络食品交易监管，重点督促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责
任。禁止违法经营和滥食野生动物，严禁食品经营者采
购、销售、加工、贮存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加强留校学生
食品安全监管，确保留校师生饮食安全；推动“光盘行
动”，引导消费者适量点餐，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同时，毫不松懈抓好进口冷链食品管控工作。坚

决落实进口冷链食品日常监督“五不准”要求，严把进
口冷链食品上市关，春节前夕对不符合“五不准”要求
的13家食品经营户予以停售；加强节日市场监督检
查，督促相关生产经营单位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做
好预防性消毒，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检查进口冷链食品
生产经营者4064户次；持续向卫健部门推送进口冷链
食品生产经营点位（货品、环境）和从业人员信息；完善
天津市冷链食品追溯平台建设，努力实现“从口岸到餐
桌”全程可追溯，助力疫情防控。
节日期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商场超市、餐

饮单位、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等各类食品经营单
位15009户次，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39起，罚没款
金额27.398万元。全市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如何正确选购元宵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努力克服疫
情影响，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民心工程建
设，圆满完成了全年建设任务。
按照市委市政府民心工程建设部署，

2020年市市场监管委承担两项民心工程建
设项目：一是年内完成50家食品生产企业食
品安全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二是建立疫苗
追溯监管平台，实现生产、流通、使用全流程
可追溯监管。市市场监管委严格按照工作清
单，狠抓任务落实，全年完成71家食品生产
企业食品安全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超额
42%完成了年度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民心工程
任务目标，广大消费者通过天津市食品安全
网和市市场监管委官网即可查询相关食品安
全信息；完成天津市疫苗追溯平台建设并上
线运行，涵盖2家天津市疫苗生产企业、36
家外省疫苗生产企业、464家医疗机构、1家
流通配送单位，实现了对疫苗生产、流通、使
用全流程可追溯监管，并为公众提供三种查
询途径：一是通过“天津药监”订阅号链接查
询，二是通过“天津药品查询”服务号查询，三
是通过市卫生健康委“健康天津”APP查询。
2021年，市市场监管委承担提升完善冷

链和进口食品追溯平台、开展电梯维保质量抽
查两项民心工程，市市场监管委将按照市委市
政府关于民心工程建设的部署要求，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好2021年民心工程建设任务。

完善冷链和进口食品追溯平台
进一步织密疫情输入防护网

为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安全利益
问题，更加有效防范疫情输入风险，2020年，
天津市作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一批6
个试点省市之一，率先开展进口冷链食品追
溯工作，10月30日,天津冷链食品追溯平台
全面上线运行，实现进口冷链食品“来源可
查、去向可追”电子化监管。2021年，市市场
监管委将按照民心工程任务要求，进一步优
化进口冷链食品追溯平台，将进口非冷链食
品纳入追溯范围，规范平台管理，强化监管执

法，全面有效精准提高进口食品监管效能，织密
防护网，筑牢“护城河”，为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提供更有效保障。

一是进一步优化“从口岸到餐桌”的追溯平
台功能，实现“三个新建”“两个对接”“一个优
化”，即新建海关口岸、一级冷库、交通运输三个
端口，对接共享人员核酸检测证明和健康码两
个数据库，优化阳性样本快速检索溯源功能。
重点深化五大功能：

消费者便捷查询功能。食品经营单位在市
场销售时，在产品外包装或货柜明显处加贴“天
津追溯”电子溯源码，消费者可通过微信“扫一
扫”或“天津食安”微信公众号扫描查询。

全链条追溯功能。组织督促口岸环节、一
级冷库、运输环节和生产经营环节录入商品溯
源信息，督促全市商超的收银员通过扫描消费
者的健康码，自动记录购买者的身份信息。
“五不准”监管功能。不符合“五不准”要求

的食品经营者，追溯平台实时预警，监管部门坚
决查处。

阳性追踪功能。快速筛查，第一时间锁定
涉事商品上下游经销商和基本流向。

交易量统计分析功能。截至2月22日，全市
315家进口商、22家一级冷库、84家第三方冷库、
126家生产企业、2326家进口冷链食品销售企
业、1830家餐饮服务企业、22家集中交易市场开
办者和天津港集团已纳入追溯平台管理，累计上
传53036批次追溯数据，累计交易量70.13万吨。

二是建章立制有效提高“从口岸到餐桌”的
追溯平台运行效能。

坚持“实战是检验追溯平台好不好用的硬
标准”，组织起草《天津市进口冷链食品追溯工
作实施方案（试行）》，打破部门间“信息孤岛”，
畅通部门间数据对接，全面提升平台运行的规
范化、制度化水平。

建立天津海关督促进口商、商务部门督促一
级冷库、交通运输部门督促承运单位和市场监管
部门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第三方冷库、集中交易
市场开办者的分工负责机制，对接市委网信办“健
康码”、卫生健康委核酸检测数据库、天津港集疏
港智慧平台和各核酸检测、消杀公司信息化系
统，实现天津进口冷链食品全链条数据归集。

三是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全面强化“从口
岸到餐桌”全链条监管执法。

为了更好地实现对进口食品的全程追溯，
有效防范新冠肺炎疫情通过进口食品输入的风
险，市市场监管委将进一步加大对进口食品生
产经营者的监督检查力度，严格落实进口冷链
食品“五不准”管理要求，对未上传追溯数据的
进口冷链食品，督促相关生产经营单位坚决做
到不经营、不采购、不销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开展维保质量抽查
持续加强电梯安全监管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
快，我市电梯保有量逐年增长，截至2020年12
月，全市共有注册电梯118209台，较2019年增
长了10105台，增长率为9.3%。为确保群众乘
梯安全，近年来我市建设了天津市电梯应急处
置平台，健全了电梯维保队伍，提升了电梯故障
快速处置能力，进一步强化了电梯安全监管。
截至目前，电梯应急处置平台共接警11294起，
处置困人故障8403起，解困人员16236人次，
平均到达时间为7分钟。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全市各级监管部门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关口，从
三方面入手，持续提升电梯安全监管水平。
一是服务疫情防控大局，做好电梯维保工

作。全市各级特种设备监察人员围绕疫情期间
人员流动受限导致电梯按时维保困难等问题，鼓
励电梯使用、维保单位利用远程监测、自我监护运
行等方式，适当调整维保方式，满足和保障人民群
众生活出行基本安全需求。另一方面，全市各级
电梯综合检验机构全面推行网上报检、网上受理、
线上咨询、报告邮寄等快速检验方式，做好电梯随
报随检工作，全面落实“报检必检、应检必检”。
二是部署电梯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市

市场监管委牵头组织市民政局、市教委、市卫生
健康委对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学校、医院内注册
在用电梯设备开展专项检查，自2020年6月份
三年行动开展以来，共出动特种设备执法人员
14236人次，检查单位6475家，督促整改特种
设备安全问题隐患1322项，立案查处特种设备
违法违规行为95起，处罚金额423万元。其中

市级检查单位出动检查人员229人次，检查单
位57家次，督促整改问题隐患112项，立案查
处特种设备违法违规行为4起，处罚金额10万
元，对6起电梯典型案例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
通报，形成了有力震慑。

三是推进全市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工作。为
进一步做好电梯维护保养工作，保障电梯安全，
2020年市市场监管委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天
津市电梯“按需维保”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启动
电梯“按需维保”改革试点工作。与之前规定相
比，“按需维保”试点改革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
在三方面：监管目的变化，由降低事故率向降低
故障率转变，通过降低故障达到降低事故的目
的；维保项目变化，政府不再过多干涉维保项
目，只要电梯不出事故而且故障率低，政府就不
再过多干涉企业行为；维保间隔变化，原来15
天必须维保，试点后，维保质量不高的要增加上
门次数，质量高的则可能上门频率低了，表面上
看似维保人员上门次数在减少，但是通过大数
据、物联网和远程监控措施，服务更加精准到
位。因此随着电梯“按需维保”改革试点工作的
启动，今后电梯维保费不再以上门维保时间来
定，而以电梯维保质量的高低来定。目前，滨海
新区、津南区、北辰区率先启动改革试点工作，
首批12家维保单位、116家使用单位、1561台
电梯已试点开展按需维保工作。

为保障电梯维保工作落实到位，按照今年
民心工程建设任务，市市场监管委将对约1000
台电梯开展维保质量抽查，覆盖全市各行政区，
重点围绕老旧住宅小区、使用15年以上电梯、
投诉举报量或市民反应较大、公众聚集场所内
使用频次较高的垂直客运乘客电梯、自动扶梯
和自动人行道开展，并结合近期定期检验情况、
设备运行情况、故障率情况，综合确定抽查设备
地点、各类电梯型式台数、使用单位和维保单
位，并及时公布抽查结果，促进电梯安全迈上新
台阶，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
局之年，市市场监管委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
民心工程建设的部署要求，认真组织，扎实推动，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好2021年民心工程建设任
务，决不失信于民、失心于民，增强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以优异工作成绩庆祝建党100
周年。

春节期间，各区市
场监管局坚持市场监
管和疫情防控两手抓，
持续开展食品、药品、
特种设备安全和计量、
价格等领域监督检查，
督促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全力维护市场秩序
稳定，保障人民群众节
日消费安全。 河西区市场监管局 武清区市场监管局 北辰区市场监管局

宝坻区市场监管局 蓟州区市场监管局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

河东区市场监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