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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按照《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河南省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评选表

彰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豫人社

函〔2022〕237 号）和《许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许昌

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推荐评选表彰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的通知》要求，根据各县（市、区）食品安全评选表彰工作

领导小组和市食安委各成员单位推荐，经许昌市食品安全评

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推荐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魏都

区分局局长王鸿成、建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红杰、

许昌市教育局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宏欣、魏都区

西关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武浩等 4名同志为全省食品安全

工作先进个人。

公示时间:2022 年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4 日。如对被推

荐集体（个人）有异议，请向许昌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纪检监察组、许昌市食品安全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反映。

附件：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个人）简要事迹

市纪委监委驻市局纪检监察组：0374-3135539

市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0374-2126866

2022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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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个人）
简要事迹

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简要事迹

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始终把食品安全作为重中之重

来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在思想

上高度重视，在工作上常抓不懈，紧紧围绕“食品安全状况

良好、食品安全工作落实到位、群众认可社会满意”这一主

线，扎实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食品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2011 年以来未发生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守住了不发生重大食

品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县人民对食品安全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得到进一步增强。

实行党政同责，构建落实有力的责任体系。襄城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始终把食品安全党政同责摆

在突出位置，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常务副县长、分管副县

长任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及时召开工作动员会、推进会、协调会等，夯实工作责

任，加快推进有关工作；同时，把食品安全工作列入襄城县

委全会和“两会”议题，纳入“十四五”规划和年度重点民

生实事，统一部署，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实行“一票否决”

制；建立健全了联合执法、案件协查、行刑衔接等制度，成

立了襄城县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和食品安全

举报投诉中心，形成了食品安全监管协同执法、齐抓共管的

工作格局。

坚持问题导向，实行无缝衔接全程监管。把实施从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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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餐桌全过程监管作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立足之本。紧盯

关键环节，强化食品生产经营全链条监管。全面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实行食品安全员（师）制度，在大中型食品生产企

业全面实施视频车间、参观走廊等“食品阳光工程”。同时，

紧紧抓住农贸市场和商超两个主渠道，抓市场准入、强主体

责任、严监督抽检、促日常监管。先后组织开展食品生产经

营领域专项治理 14 次，发现并整改存在突出问题 115 个；

排查餐饮服务单位 3800 多家次，发现并整改问题 38 个。针

对小作坊、小餐饮、小摊贩等食品“三小”单位门槛低、环

境差、隐患多、监管难等问题，按照堵疏结合、分类施策的

原则，提升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使食品“三小”单

位经营资质合法化、自我管理规范化，累计规范提升小餐饮

店 700 余家。

确保群众满意，树立以民为本的工作理念。把市场体系

建设作为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一项根本性措施来抓，强力推

进示范创建工作，先后打造了 5 条食品安全示范街、100 家

餐饮示范店、200 家食品流通示范店、50 家农村集体聚餐示

范点，引导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提升标准、规范经营。坚持把

严惩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作为守护百姓舌尖安全的有效

途径，针对重点消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不断加大对食品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先后查处食

品案件 226 起，有效净化了食品市场。

加强舆论引导，广泛宣传食品安全知识。积极开展食品

安全宣传周、食品安全“五进”、“你点我检”等活动，“查

守保”活动开展以来，共召开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培训座谈

会 5 次，举办“食品安全知识进校园讲座”等活动 30 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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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食品安全知识宣传资料 30000 余份；通过不断丰富宣传

载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形成了食品安全良好社会共

治格局。

王鸿成同志简要事迹

一、率先垂范，心中有群众。王鸿成严格落实“一岗双

责”“党政同责”工作要求，本年度主持召开食安专题工作

会议10余次，做到四个“亲自”。新型冠疫情爆发时，他注

重发挥标杆头雁作用，坚守岗位指挥督导疫情防控工作。在

各类传统节假日前后，他带队检查农贸市场、宾馆酒店、学

校等重点场所的食品安全工作，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强化食品

安全意识，及时排除隐患，确保人民群众安全过节。

二、坚守理念，眼中有安全。他秉承“民有所呼我有所

应”的食安监管工作理念，深耕食品领域治理难题。推行了

层级管理与距离监管的食品安全工作机制，对食品源头生产

到市场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实施网格化监管，确保责任到人。

持续推进食品安全“五进”工作，增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

安全主体责任和公众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夯实监管基础

。他注重充分发挥食安办的综合协调作用，以学校食品、婴

幼儿辅助食品、特殊保健食品等高风险领域为重点，多次组

织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和街道联合开展深化食品安全放心

工程建设攻坚行动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并着力推动市场监管

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全覆盖，确保责任区

域内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群体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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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一思想聚合力 拧成全局上下“一股绳”。作为

单位主要负责人，王鸿成反复强调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

性，他对食品安全工作深入研究、悉心思考，动员和引领全

区市场监管干部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王鸿成在全局建立年度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台账制度，实行工

作项目化、项目责任化、责任具体化、落实结果奖惩化，每

周督查、每月调度，定期听取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科室和直属

单位重点工作落实情况汇报，查缺补漏，推动各项工作落地

生效。在长江禁渔、制止餐饮浪费、夏季食品安全整治等专

项行动中，他常态化组织开展“日查、夜查、联查”，在他

的影响下，魏都区市场监管系统形成了人人关心、人人支持

、人人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

四、锐意进取抓改革，下活多元共治“一盘棋”。王鸿

成始终将创新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推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多

元共治作为提升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效能的关键一招。他积极

主动向区委、区政府汇报，争取各方支持，成立了由区委、

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主任的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全面落实

组织领导、监管、能力建设、安全保障四个责任。他锐意改

革，不断创新完善监管机制，如推动食品监管规范化、信息

化、网格化、痕迹化，推动信用监管，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和监管责任，对食品企业或单位的产品及质量安全管控等

风险要素进行定期评估，按照风险高低评定等级实施分级监

管。并录入企业监管档案。王鸿成注重发挥食安委的统筹协

调作用，不断完善食品安全督查评议机制，将食品安全工作

纳入对部门考核，促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作为区食安办主

任，他主动协调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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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完善学校食品安全综合治理联动协作工作机制，组

织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强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开展餐饮

质量安全提升行动、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农村

假冒伪劣食品治理等行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五、攻坚短板破难题，汇聚全链监管“一条线”。他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直面矛盾、迎难而上、破

解难题。针对小作坊、小餐饮、小摊贩等食品经营者点多面

广、安全隐患风险大、群众反应强烈问题，他组织全系统深

入开展农贸市场、小作坊、小餐饮、小摊贩“四项”治理，

对一些重点区域和历史成因复杂的“钉子户”，他一线督导

，主动上门宣传解释。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全区42家食品

小作坊建档率100%、全区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入场销售者建

档率100%，小餐饮备案1560家，整治工作成效显著。王鸿成

大力推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开展流通环节特殊食品专

区（专柜）经营提升行动和“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行动

，让经营者诚信自律，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放心。学校

食品安全一直是广大群众关注的焦点，关系千万家庭幸福和

社会稳定。王鸿成大力实施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在全区

学校全面推广“校长陪餐制”，大力推进“明厨亮灶”，全

市学校食堂、中央厨房、“明厨亮灶”率达100%。

陈红杰同志简要事迹
多年来，陈红杰同志始终奋战在食品安全监管一线，始

终树牢“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绷紧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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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这根弦，用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按照“两

实一防”的工作思路，抓实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夯实食

品企业主体责任，防范系统性重大食品安全风险，出色地完

成了各项食品安全监管任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

众的食品安全。先后荣获中共许昌市委、市政府 2021 年度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先进工作者。中共建安区委、区政府 2017

年度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个人，2020 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嘉奖。2018 年-2021 年，连续四年公务员年度考核为

优秀。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没有过硬的素

质难以胜任。陈红杰同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统领，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政治立场

坚定。他注重业务学习，不断增强自身业务素质，将所学知

识与监管工作实践融会贯通，成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业务

通”和“行家里手”。他扎实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严格按照“四个最严”要求，推动食品安全工作落实到位，

不断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管控能力，“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

监管体系运行有效。强化基础建设，严格按照“四有两责”

标准，规范基层监管机构建设，形成区、乡、村“三级食品

安全监管服务网络”。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陈红杰同志负责

冷链食品监管工作，他勇挑重担，践行使命，率先垂范，带

领同志们深入一线检查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张宏欣同志简要事迹

一、抓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始终坚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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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学习一生”的理念，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理

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和理论水平；

认真学习餐饮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熟悉业务知识，积极参加

各类学习培训，不断提高自身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应对突发、

复杂的校园食品安全事件能力。

二、抓制度，构建食品安全长效机制。自 2020 年市教

育局启动中心城区中小学校学生食堂改革后，该同志具体负

责学生食堂改革事宜。一是主持制定了《许昌市中心城区中

小学校学生食堂改革方案（试行）》，作为中心城区学生食堂

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中心城区中小学校学生食堂改革的目

标、任务、保障措施做了指导性规定。二是主持制定了《许

昌市直公办学校学生食堂管理办法（试行）》，荣获了 2020

年市纪委监委以案促改优秀案例。三是主持制定了《许昌市

中心城区学生食堂餐饮服务团队招标工作指导意见（试行）》

《许昌市中心城区中小学校学生食堂食材配送公司招标方

案（试行）》等一系列配套性、规范性文件，为食堂改革打

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使中心城区中小学校学生食堂改革工作

迈入了制度化的轨道。

三、抓管理，实现食品安全全程可控。为有效杜绝校园

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市教育局围绕创建“师生满意食堂”

总体目标，以学校食堂“6S 管理模式”和“大宗食材集中采

购”为抓手，搭建信息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平台，通过该平

台实时管控食材选购、配送、加工、用餐、财务管理、安全

监管等环节，实现了校园食品安全全过程、全时段、全环节、

可追溯的管理目标，整个实施过程全部由其具体负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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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抓队伍，全面提升人员业务素质。一是要求学校定

期组织学校餐饮从业人员参加食品安全知识学习和培训，突

出”爱岗敬业、服务师生”的主题，不断加强学校餐饮从业

人员的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教育；二是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共同编印了《学校食堂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工作手册》，

作为学校学生食堂日常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并积极开展专题

培训；三是每年申请食品安全专项培训资金，对全市学校餐

饮从业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五、抓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力度。一是要求全市各级各

类学校全面开通“互联网+明厨亮灶”；二是严格落实校长配

餐制，每餐必须向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平台上传陪餐照片；三

是组建市直学校食品安全专家库，每周抽取专家组成检查组

对市直学校进行专项抽检，以点带面逐步提升学生食堂管理

水平；四是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和卫健部门，积极对校园食品

安全开展督导检查。

武浩同志简要事迹

一、抓宣传教育。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确保食品安全，

农产品产品质量安全是基础，是重要节点，思想认识到位了

才能有效解决农产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安全。武浩同志始

终把宣传教育放在首位，近年来他带领街道、社区干部职工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特别是对辖区农贸市场整治

过程中，时时将食品安全放在首位。

二、抓网络。农产品生产量大面广，生产农户素质参差

不齐，要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必须要加强生产过程中的监

督。在辖区万象社区积极打造食品安全社区，设立食品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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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群众可以扫码追源，及时查看了解食品流通全过程。

三、抓重点。强化辖区食品监管力度，严把辖区内农产

品售卖点、生产企业、生产大户的食品质量安全关，统一建

立健全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档案。同时，加大排查整治力度，

多次联合相关部门对辖区进行大排查大整治活动。

四、抓队伍。抓食品质量安全首先要有人来做，抓好干

部队伍是确保食品质量安全的首要条件。他狠抓队伍教育培

训，不断提高队干部职工食品安全素养。言传胜于身教，遇

到急难的事情，他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带头做好排查整治

工作。近年来，该办事处未出现一起因食品质量引起的安全

事故，有效的促进了辖区的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