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

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49 号）

和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 2022 年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计

划的通知》（闽市监函〔2022〕12 号），结合我市食品生产监管实

际，制定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计

划。

一、工作目标

坚决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以严格的监督检查压实企

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采取企业自查、日常检查、专项检

查、飞行检查等方式，强化食品生产安全监管，防控食品生产安

全风险，保障食品安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工作措施

（一）严密排查食品生产安全风险

一是督促企业开展食品安全自查。辖区食品生产企业要严格

落实食品安全自查制度，认真检查评价本企业生产资质、生产条

件保持、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贮存与交付控制、

不合格食品管理和召回、标签和说明书、从业人员培训和健康管

理、信息记录和追溯等方面的情况，在 4 月 30 日前完成食品生产

安全自查，并形成食品安全自查报告。企业实施食品安全质量管

理体系内审的视为食品安全自查。自查（内审）报告加盖企业公

章一式两份，一份提交辖区监管部门，一份企业留存备查。企业



自查（内审）发现的问题要立即整改，并记录整改情况；有发生

食品安全事故的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生产活动，并向

辖区监管部门报告。

二是加强食品生产安全风险防控。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

加强风险研判，市局综合近年监督检查、抽检监测、投诉举报、

网络舆情等情况，以食用油、蜂蜜、肉制品、糕点、乳制品、白

酒、固体饮料、压片糖果为重点，突出排查掺杂使假、“两超一非”、

微生物污染等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建立风险排查重点产品主要风

险清单（见附件 1）；省局针对主要风险问题制定了措施清单和责

任清单（见附件 2），请认真抓好落实。各县（市）区、高新区局

要按照总局、省局要求，对食品生产企业“一企一档”建立风险

清单、措施清单和责任清单，开展“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

专项行动，深入排查食品生产安全风险隐患，系统治理食品生产

安全问题，确保辖区食品生产环节不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不发生

系统性、区域性食品安全问题。

（二）深入开展专项整治

一是深化食品生产环节“两超一非”问题治理。严厉打击企

业违法添加、主观恶意、逃避监管等违法行为。督促食品生产企

业严格原料进货查验和投配料管理，重点整治企业不落实进货查

验制度、不按规定保存食品添加剂、随意添加食品原辅材料、生

产投配料记录缺失或不规范的问题，依法惩处超范围、超限量使

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加强生产场所检查，严查企业使用非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回收食品、超过保质期

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等问题。以固体



饮料、其他饮料、压片糖果、果冻、代用茶、蜜饯、咖啡等生产

厂家为重点，重点排查产品是否添加瘦身类、壮阳类等非法添加

物，发现问题，一查到底。

二是深化食用植物油专项整治。开展专项检查和“回头看”

检查，依法惩处违法添加香精色素、掺杂使假、以次充好、标签

标识不规范、伪造生产记录等行为。

三是开展乳制品质量提升行动。督促企业加大食品安全投入，

优化乳制品生产条件，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四是开展肉制品质量提升行动。加强肉制品生产监督检查，

督促肉制品生产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

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组织生产，推动肉制品生产企业加强对生

产环境、设备设施、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食品添加剂使用、

生产记录和产品标签等关键点管控。

五是开展糕点专项整治。重点治理生产场所和设备设施脏、

乱、差，生产区域交叉污染，消毒清洁不落实，生产记录缺失和

不规范，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检验制度不落实等问题，

着力防范糕点产品微生物污染、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过氧化值超标等食品安全风险。

（三）统筹开展监督检查

一是认真做好日常检查。各县（市）区、高新区局根据食品

生产企业风险等级，按照《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福

建省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结合风险排查和专

项整治，对辖区食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实施监督检查，重在发现

问题并依法采取措施严肃治理，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二是开展飞行检查。市局以风险隐患排查、解决安全问题为

导向开展飞行检查，以监督抽检不合格和风险监测问题多发的食

品生产单位为重点对象，开展飞行检查。

三是开展专项检查。按照专项整治工作部署，结合风险排查

和日常检查，市局对专项治理重点事项和问题隐患突出的企业实

施重点检查。

三是配合完成上级组织的体系检查和第三方食品安全评价。

配合国家总局和省局，完成对我市食品生产企业的体系检查和第

三方食品安全评价。组织辖区监管人员参与实地检查操作，提高

基层监管实战技能；强化检查（评价）结果运用，督促企业做好

问题整改，依法处置检查（评价）发现的违法线索和问题。

三、工作要求

（一）增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

各县（市）区、高新区局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本级 2022 年监督检查计划，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

施。

（二）增强风险意识、强化问题治理

规范现场监督检查程序和记录，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辖区监管部门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和《食品生产

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责令企业现场

整改、限期整改，发现影响食品安全的，依法进行调查处理。要

强化整改落实，实行重点风险隐患整改销号机制，防止问题反弹。

（三）增强结果运用、强化信息报送

辖区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及时归集监督检查记录和整改、处置情况，综合监督检查和其他

事项，按时完成食品生产企业的风险分级及信用评级工作。要认

真总结监管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典型案例、形成长效机制成果，

并分别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和 12 月 9 日前汇总上报辖区食品生产

安全监督检查工作情况总结，发现重大食品生产安全问题和处置

情况请及时报告。

联系人：张海燕，联系电话：22032670。

附件：1.福州市重点产品主要风险清单

2.主要风险措施清单和责任清单



附件 1

福州市重点产品主要风险清单

序号 重点产品 主要风险

1

固体饮料、蜜饯、其他

饮料、糖果（压片糖

果）、 果冻、代用茶、

咖啡

非法添加咖啡因、双醋酚丁、匹克硫酸钠、麻黄碱、伪麻黄 碱、酚酞、那非类、育亨宾、

布洛芬、盐酸二甲双胍、γ-羟基丁酸、番泻苷 A、番泻苷 B、大黄酚、大黄素等药品、

药材、未经批准的新食品原料、非食用物质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利用标

签标示、广告等手段虚假宣传或暗示“通便、减肥、纤体、壮阳”及疾病预防、治疗或

辅助功能。

2 食用植物油
添加香精、色素，以低价油掺入或冒充高价油，生产使用“地沟油”，黄曲霉毒素 B1

超标，塑化剂、苯并芘等污染物超标,酸价、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不合格，溶剂残留超标。

3 食用动物油脂 生产使用“地沟油”，违法使用不合格肉类原料。

4 生湿面制品 非法添加硼砂，防腐剂超标。

5 肉制品

使用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原料肉或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使

用走私畜禽产品；原料带入“瘦肉精”和磺胺类、沙星等药物；亚硝酸盐超标，，微生物

超标滥用防腐剂；使用价低的鸡鸭等禽肉冒充价高的猪牛羊等畜肉，猪血、鸡血冒充鸭

血；短保产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

6 食醋 冰乙酸勾兑食醋。

7 酱油 使用酸水解植物蛋白调味液等原料配制生产酱油，氨基酸态氮不达标。

8 乳制品（乳粉） 学生、老人、儿童等特殊消费人群产品声称功能、虚假宣传。

9 豆制品 使用吊白块、硼砂等非食用物质；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

10 蜂蜜 蜂蜜中添加高果糖浆、甜菜糖浆、大米糖浆、玉米糖浆等甜味物质。



11 茶叶 添加着色剂，农残超标。

12 糕点
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微生物超标，过氧化值超标，短保产

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

13 蜜饯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着色剂、防腐剂、甜味剂等食品添加剂。

14 配制酒
添加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等化学药品、中药材、未经批准的新食品原料以及其他可能危

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15 黄酒 违规添加甜味剂；使用酒精、焦糖色素、冰乙酸等物质勾兑黄酒。

16 薯类和膨化食品 滥用安赛蜜、甜蜜素等甜味剂，铝残留量超标，微生物超标。

17 动物性水产制品
产品中检出禁用的甲醛、亚硫酸盐等化学物质，原料中检出禁用兽药（孔雀石绿、呋喃

硝基类代谢物、氯霉素等），干制品水产品滥用色素。

18 淀粉制品 非法添加硼砂，铝残留量超标，米酵菌酸风险。

19 复配食品添加剂 非法添加,虚假标识，未按批准配方组织生产。



附件 2

主要风险措施清单和责任清单

序号 主要风险 整治措施 责任单位

1

非法添加药品、药材、未经批 准

的新食品原料、非食用物质以及

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1.掌握辖区重点食品生产企业的产品名称、消费人群、标

签标示、食用方法、销售渠道等情况，确保产品采购、加工、

贮存、检验、销售等环节有迹可循、有源可溯，食品安全追

溯信息真实、可靠；排查委托生产行为风险，特别是由委托

方提供食品原料、辅料生产的行为；排查是否存在功能、药

效等虚假宣称；严格进货查验制度落实，重点检查企业原辅

料仓库、生产车间、配料室及其他存放原辅料的区域是否存

在购进非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其他可能

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和药品等行为；加大对非法添加产品及

由委托方提供食品原料、辅料的抽检监测力度。

2.对非法添加药品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严肃查处，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涉

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福州市局、县
（市）区局

2 掺假掺杂

1.重点检查企业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平台产品的录入情况，做

到来源可溯、过程可查、去向可追；检查企业原辅料出入库

台帐，开展生产过程物料平衡核算。

2.对掺假掺杂行为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严肃查处，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对产

品无法溯源的行为，严格按照《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

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严肃查处。

福州市局、县
（市）区局

3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1.检查原料进货查验是否落实，抽查企业食品添加剂领用 福州市局、县



记录、投料记录，对照企业产品配方或配料表查看是否符合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4）要求，可进行物料
平衡核算。
2.对食品添加剂贮存、领用、投配料记录不全的，按照《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严肃查处；对超范围超限量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
条规定严肃查处。

（市）区局

4 真菌毒素超标

1.检查原料进货查验是否落实，尤其是原料是否发霉；关注
产品贮存防护措施是否合理；必要时可开展抽样检验。
2.对生产经营真菌毒素超标的食品，按照《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严肃查处。

县（市）区局

5 塑化剂污染

1.检查生产设备和包装容器中是否存在塑料制品，是否按
照要求对食品相关产品查验产品合格证明材料。
2.对采购或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相关产品，按
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严肃查处。

县（市）区局

6 兽药残留问题

1.检查原料是否按要求开展进货查验，并具有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生猪产品还应当具有非洲
猪瘟检测证明报告；进口肉类产品应当有入境货物检验检疫
合格证明；进口冷链食品还需具有追溯凭证、消毒证明、核
酸检测证明。
2.对采购使用病死、来源不明的原料肉进行加工制作的行
为，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严肃查处。

福州市局、县
（市）区局

7

虚假标注生产日期 1.检查企业产品标签是否符合《食品标识管理规定》、《预
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 ）等法律法规和食品安
全标准规定。
2.对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的行为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三条规定严肃处理；对标签不符合规定、虚假宣传等行
为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严肃处理。

县（市）区局

非法声称有“通便、减肥、纤体”
等预防、治疗或辅助功能

使用复原乳未按规定标示



8

微生物超标问题 1.对查看生产现场是否存在人流、物流交叉污染情况；查
看关键控制环节的工艺参数是否合理；清洁消毒是否符合制
度要求，是否按照要求对清洁消毒效果进行验证。
2.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按照《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
管理理局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处理。

县（市）区局

9
在生产许可场所之外组织生产；
擅自更改生产工艺

1.对照食品生产许可档案，查看生产现场，确认工艺设备
布局和工艺流程、主要生产设备设施、食品类别是否与申请
许可时提交材料一致；上述许可条件发生变化的是否按要求
办理变更手续。
2.对在生产许可场所之外组织生产，按照《食品安全法》
第一理局百二十二条规定严肃处理；对未按要求办理变更手
续的，按照《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严肃
处理。

县（市）区局

10 生产记录不规范

1.根据配料表，查看进货查验记录、原料进出库记录、生
产过 程控制记录、成品进出库记录、销售记录等是否真实、
完整、可有效追溯。
2.对上述记录不真实、不完整的，按照《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直至吊销许可证。

县（市）区局

11 未开展产品检验

1.查看是否按照食品标准对成品逐批开展出场检验，企业
的检验报告及原始记录应真实、完整；随机抽取部分成品，
查看成品检验报告是否与生产记录、产品入库台帐一致;成
品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果是否与原始检验记录一致。
2.对未按照要求开展出场检验以及伪造检验报告书和检验
记录等行为，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严肃
处理，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县（市）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