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建立健全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  

推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落实的意见》
讲  解

时间：2022年9月29日



• “包保”是目标责任制的一种变化，包指的是业务分包、
业务包干，分地区块包干。保指的是确保落实，保证落实。
我认为对重要业务工作实行一级包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
并与年度目标考核挂钩。实现业务工作“任务明确、责任
明晰、措施到位、程序规范、奖惩分明、监督有效”的包
保责任目标。



《意见》出台意义一



  《意见》出台意义一

是要紧紧围绕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将食品安全责任分解细化，分
层分级落实到具体人，明确职责和任务，通过抓住地方党委政府和食品企业中的“关
键少数”，推动形成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机制，实现对风险的精
准防控，确保出了问题后能够找得到人、查得清事、落得了责。

►出台《意见》和《规定》的总体考虑



  《意见》出台意义一

出台《意见》和《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是对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论述的再落实，是对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的再增强，是对食品安全责任体系

的再完善。

对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认真研究，发现除了制假售假、

非法添加等主观故意违法犯罪外，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方对属地管理责任重视不够、一

些企业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归根到底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责任制的要求

理解还不深、领悟还不透、落实责任的制度还不健全。

►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



►是增强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的紧迫需要

今年开展“守查保”专项行动以来，全国共发现520多万个风险问题，其中“生产经营
环节管理不规范”占80%，是最主要的风险隐患。如果这些问题长期积累、得不到解决，
就有可能导致小隐患演变成大隐患、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风险。

出台这两个文件，通过推动各地实施分层分级、层级对应包保工作责任机制，让各
级领导干部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进行全覆盖包保督导，实现对风险的全面防控，推动实
施精准化风险防控。一方面将织密“防护网”、把牢安全关，有力解决风险防控不全面
不精准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将规范全链条风险管理流程，有效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和水平，产生“1+1＞2”的倍增效应。

  《意见》出台意义一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
品安全责任制规定》均明确，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负总责，主要
负责人是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并规定地方党委常委会其他委员、政府领导
班子其他成员的食品安全职责。总体上看，食品安全责任体系中责任人员不具体、职责
任务不细化、督导检查不到位、“两个责任”不衔接等情况依然比较突出，“最后一公
里”还没有真正打通，“最小工作单元”的责任还没有真正落实，还未真正形成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拉网式全覆盖的工作格局和责任体系。

两个文件的出台，就是要弥补责任体系不健全的短板，通过清单式、台账式管理等一
系列具体制度，使责任主体的范围更宽、覆盖更广、任务更明、督导更实，进一步完善
食品安全责任体系。

►是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的有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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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两个文件出台的意义可以概
括为：
• 一是推动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意见》《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实施地方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本
地区食品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并规定地方党委常委会其他委员、
政府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食品安全责任。

• 二是有力靠实《企业落实食品安全责任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执行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
负责人对本企业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加强并落实本企业的
食品安全责任制”，实施“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配备食品安全
管理人员”。



主要解决的问题：

• 意识上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责任制的要求理解还不深、领悟还不
透、落实责任的制度不健全问题。同时也是解决一些地方对属地管理责任
重视不够；一些企业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的问题。

• 行动上是解决责任人员不具体、职责任务不细化、责任传导不畅、过程管
控不严、应对处置不及时、督导检查不到位、“两个责任”不衔接等问题，
真正实现打通“最后一公里”，责任真正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全面
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拉网式全覆盖的工作格局和责任体系，实现规
范全链条风险管理流程，产生“1+1＞2”的倍增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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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企业分级划分

        企业分级是指按照《统计上大中小

微型企业划分标准（2017）》，结合地

方实际，将所有食品生产经营者划分为

A、B、C、D四级。

*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

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

标中的一项即可。

包保主体分级标准是立足全国总体情况
作出的原则性要求，各地可以结合本地
区包保干部和包保主体数量等实际情况
开展工作。



(一)、市(州、盟)领导干部包保A级主体。A级主体原则上包括：特殊食品、婴幼儿

辅助食品生产企业，大型食品生产企业、销售企业、餐饮企业，学生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用餐人数3000人以上的学校食堂，用餐人数500人以上的幼儿园食堂等。

(二)、县(市、区)领导干部包保B级主体。B级主体原则上包括：中小型食品生产企

业，中型食品销售企业、餐饮企业，用餐人数500人以上3000人以下的学校食堂，

用餐人数300人以上500人以下的幼儿园食堂等。

*所有特殊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企业，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均为A级主体，由
市(州、盟)领导干部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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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镇、街道)领导干部包保C级主体。C级主体原则上包括：微型食品生产

企业、食品加工小作坊，小型食品销售企业、餐饮企业，用餐人数200人以上500
人以下的学校食堂，用餐人数100人以，上300人以下的幼儿园食堂等。

 (四)、村(组、社区)干部包保D级主体。D级主体原则上包括：微型食品销售企业

（三小）、餐饮企业，用餐人数200人以下的学校食堂，用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幼

儿园食堂，以及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

   ■ 其他未列明行业（小摊点、自动售卖等）

*D级主体中包含食品三小企业，不包含生产企业。

01     企业分级划分

u销售环节中，例如仓储、大型超市、批发市场等企业主体，以抓大类为主，不具体到内部

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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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分级注意事项

• 1、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划定必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下限，否则下划一级。

• 2、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 3、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

• 4、营业收入，工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
替；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

• 5、食品生产企业不能分级为D级主体。

• 6、食品加工小作坊确实为C级主体。

• 7、学校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分级为A级主体。

• 8、增加了未列明食品行业分级为D级主体。



02 包保干部分层划分

层级对应是指：

Ø市(州、盟)领导干部包保A级主体，

Ø县(市、区)领导干部包保B级主体，

Ø乡(镇、街道)领导干部包保C级主体，

Ø村(组、社区)干部包保D级主体。

其中，要特别说明的是，直辖市的区(县)领导干部包

保A级主体，乡(镇、街道)领导干部包保B级主体，

村(组、社区)干部包保C级、D级主体。

        实施包保制度，将“党政同责”“政府负总责”

的要求，分解落实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头上，一一

对应到市、县、乡、村四级包保干部头上，实现

“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目标”。

        包保干部的范围、数量由各级党委政府根据地

方实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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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包保

市(州、盟)

党委常委会其他委员、
员、政府领导班子其
他成员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A 级 B 级 C 级 D 级
l大型食品生产企业 ：                      
从业人员≥1000人                                    
营业收入≥40000万元

l大型销售企业:                                              
批发企业：                                                       
从业人员≥200人，营业收入≥40000万元                                                 
仓储业：                                                                
从业人员≥200人，营业收入≥30000万元                                                     
零售业：                                                              
从业人员≥300人，营业收入≥20000万元

l大型餐饮企业:                                              
从业人员≥300人，营业收入≥10000万元

l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l学校食堂：                                                         
用餐人数≥ 3000人;
l幼儿园食堂等：                                                 
用餐人数≥ 500人;
l特殊食品;
l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企业;

l中小型食品生产企业:                      
从业人员20≤x＜1000人、 
营业收入300≤y＜40000万元；

l中型销售企业:                                              
批发企业：从业人员20≤x＜200人，
营业收入5000≤y＜40000万元                                                  
仓储业：从业人员100≤x＜200人， 
营业收入1000≤y＜30000万元

l 零售业：
从业人员50≤x＜300人、        
营业收入500≤y＜20000万元

l中型餐饮企业:                                              
从业人员100≤x＜300人、
营业收入2000≤y＜10000万元

l学校食堂：                                           
用餐人数500≤x＜3000人
l幼儿园食堂等：                                           
用餐人数300≤x＜500人
企业;

l微型食品生产企业:                      
从业人员＜20人、营业收入＜300万元

l食品加工小作坊
l小型销售企业:                                              
批发企业：从业人员5≤x＜20人，
营业收入1000≤y＜5000万元                                                  
仓储业：从业人员20≤x＜100人、    
营业收入100≤y＜1000万元

l 零售业：
从业人员10≤x＜50人、         
营业收入100≤y＜500万元

l小型餐饮企业:                                              
从业人员10≤x＜100人、                    
营业收入100≤y＜2000万元

l学校食堂：                                           
用餐人数200≤x＜500人
l幼儿园食堂等：                                           
用餐人数100≤x＜300人

l微型销售企业:                                              
批发企业：从业人员＜5人
营业收入＜1000万元                                                  
仓储业：从业人员＜20人                
营业收入＜100万元

l 零售业：
从业人员＜10人               
营业收入＜100万元

l小型餐饮企业:                                              
从业人员＜10人、                            
营业收入＜100万元

l学校食堂：                                           
用餐人数＜200人
l幼儿园食堂等：                                           
用餐人数＜100人
l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其他其他他其
他

县(市、区)

党委常委会其他委员、
政府领导班子其他成
员

乡(镇、街道)

党委常委会其他委员、
政府领导班子其他成
员

村(组、社区)

干部



  企业分级划分  包保干部分层划分二



准 确 把 握 “ 两 个 责 任 ”
工作机制主要内容三



  准确把握“两个责任”工作机制主要内容三

抓住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这个“关键少数”。按照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

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协助企业主要负责人做好食品

安全管理工作，企业需“完善安全管理体系、抓好常态化防控、强化应急处置、加强

宣传和培训”四个方面做好责任落实。

各地要督促企业抓紧配齐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按照《规定》要求的资格条件，设

置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岗位，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与企业主要负责人共同

承担食品安全责任，切实保障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有人执行、责任能够真正落下

来。

重点是企业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明确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在发现有

潜在风险时，有权提出否决建议；要求企业组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培训；要

求企业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提供相应保障，对工作成效显著的给予奖励。

企业主体责任方面



►责任清单就是按分层分级、层级对应的要求，明确每名包保干部具体包保哪几家企业；

►任务清单就是明确包保干部去企业看什么、督什么，主要是督促企业“完善安全管理体系、抓好

常态化防控、强化应急处置、加强宣传和培训”四个方面，市级包保干部的具体任务有27项，县、

乡级23项，村级18项；

►督查清单就是省、市、县、乡建立督导组，对包保干部落实责任情况进行督导；

►承诺书就是包保干部须同本级党委或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村支部(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签订《食

品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书》，明确包保主体，履职尽责，完成任务。承诺书要逐级报备。

“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

各级包保干部方面

  准确把握“两个责任”工作机制主要内容三



►责任清单就是按分层分级、层级对应的要求，明确每名包保干部具体包保哪几家企业；

要求：实现对企业的全覆盖；

            一人包多企，不可以一企多人包。

各级包保干部方面

  准确把握“两个责任”工作机制主要内容三



►任务清单就是明确包保干部去企业看什么、督什么，主要是督促企业“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抓好常态化防控、强化应急处置、加强宣传和培训”四个方面，市级包保干部的具体任务有27
项，县、乡级23项，村级18项；

要求：对于食品企业，就是在企业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的基础上，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

员要按照企业制定的《食品安全总监职责》《食品安全员守则》，和企业主要负责人一道抓

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件事，建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治理报告、每月调

度会议纪要”三本台账。

      企业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支持和保障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

员依法开展工作。

      食品安全总监协助主要负责人做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组织拟定并实施安全管理制度。

      食品安全员从事食品安全管理具体工作，对风险隐患采取措施整改。

各级包保干部方面

  准确把握“两个责任”工作机制主要内容三



“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的
具体内容：
• “日管控”就是要求食品安全管理员每日根据企业风险管控清单
进行检查，实行日报告、零报告。

•    “周排查”就是要求食品安全总监或食品安全员每周排查风
险、分析研判、解决问题，形成周报告。

   “月调度”就是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听取工作汇报，对当
月食品安全情况进行总结，对下月工作调度安排，形成月度会议纪
要。



  准确把握“两个责任”工作机制主要内容三

以市级任务
清单为例



►督查清单就是省、市、县、乡建立督导组，对包保干部落实责任情况进行督导；

要求：包保干部按照任务清单对企业进行督导，强化包保责任与监管责任的衔接，当包保

主体风险等级升高或者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要靠前办公、现场督导。不得以监管责任替

代包保责任，也不能以包保责任代替监管责任。同时，《意见》规定包保干部每个季度至

少开展1次督导，重要节假日、重点时段应增加频次。         
       省、市、县、乡建立督查组，各级督查组要对各地包保干部落实责任清单、任务清单

的情况，尤其是对是否履职尽责、是否完成任务进行督查。根据督查结果，对工作不得力、

责任不落实的进行警示约谈、限期整改并视情通报。

        ■国务院食安办将在11月中下旬开展一次督查，各省级力争年底前完成1次全覆盖。

我省将于10月中下旬组织开展一次督查。

        ■各级要把推进“两个责任”落实纳入今年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各级包保干部方面

  准确把握“两个责任”工作机制主要内容三



  准确把握“两个责任”工作机制主要内容三

以省级督查
清单为例



►承诺书就是包保干部须同本级党委或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村支部(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签订《食

品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书》，明确包保主体，履职尽责，完成任务。承诺书要逐级报备。

要求：各省级食品安全办要对各级包保干部签字确认的《食品安全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建立电子

档案，并报送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市、县两级须将承诺书纸质档案报省级食品安全办存档备案；

乡、村两级承诺书纸质档案报上一级食品安全办存档备查。

如因工作调整、人事变动等原因需要更换包保干部的，须在5个工作日内重新确定包保干部，

并逐级上报备案。

包保干部须每年向本级党委政府或村支部（村委会）和上级食品安全办报告履职情况。

各级包保干部方面

  准确把握“两个责任”工作机制主要内容三



各级包保干部方面

  准确把握“两个责任”工作机制主要内容三

以市级、县级
承诺书为例



四、组织保障







    
    
     同志们，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是要坚持系统思维，把企业主体责任和地方属
地管理责任有机统一起来，相互衔接、贯通协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形成完整的工作闭
环。我省是通过“包保责任制”压实地方属地管理责任，通过包保干部督促企业履行主体责
任，从而真正实现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各级领导干部分层分级包保企业，督促检查包保企业是否健全管理
制度，是否依法配备相应人员，是否履行相应职责任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精准
防控风险。只要包保干部及时督导、持续发力，把责任压实到做小工作单元，企业食品安全
管理人员就会有责任有压力、从而把职责履行到位。进一步健全责任传导机制，养成工作习
惯，把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打造成为工作常态。

  



•     同志们，食品安全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践行“两个维护”，脚
踏实地、真抓实干，上下协同推动末端发力、实现终端见
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