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灌南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指挥部文件
灌创卫发〔2018〕2号

关于印发《灌南县城区农贸市场管理提升
及乡镇农贸市场改造建设专项推进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县委、县政府各部门，县各

直属单位，驻灌部省市属单位：

现将《灌南县城区农贸市场管理提升及乡镇农贸市场改造建

设专项推进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灌南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指挥部

2018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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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城区农贸市场管理提升及
乡镇农贸市场改造建设专项推进行动实施方案

根据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2018 年我县将创建国家卫生

县城，乡镇将分别创建国家、省卫生乡镇，农贸市场作为创建工

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提前谋划，尽早实施。为顺利完成创建

目标，决定从 2018年 3月 10日起至 2018年 4月 30日，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城区农贸市场管理提升及乡镇农贸市场改造建设专

项推进行动。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按照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卫生乡镇和省卫生乡镇的标准，进

一步健全完善农贸市场管理机制，落实市场主办单位管理责任，

强化农贸市场长效管理，实现主体准入、食品安全、经营行为、

经营秩序、消费维权和环境卫生管理全面升级，努力把我县城区

及乡镇农贸市场建设成为“环境优美、购物方便、安全卫生、管

理规范、群众满意”的公共交易平台和形象窗口。

二、主要任务

（一）城区农贸市场管理提升。

1.集中整治阶段（3 月 31 日前完成）。对市场秩序进行集中

整治。主要整治市场内部划行归市、经营区域布局、亮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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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明码标价、摊外摊、场外摊、店外摊行为等。（责任单位：

市场办、商务局、城管局、市场监督局、公安局、新安镇）

2.督查推进阶段（4 月 1 日至 4 月 20 日）。明确城区各农贸

市场的主体责任，推进市场长效管理工作。与经营户签订《农贸

市场经营管理及物业服务合同》，按照《灌南县农贸市场长效管

理考核标准》做好市场内制度建设、秩序管理、卫生管理、食品

安全、病媒防制、设施维护等日常工作。（责任单位：市场办、

商务局、市场监管局、卫计委、新安镇）

3.考核验收阶段（4 月 21 日至 4 月 30 日）。县市场办对各市

场开展集中检查，对照《灌南县农贸市场经营管理规范》、《灌南

县城区农贸市场建设管理考核办法》有关要求，结合前期工作情

况进行考核评比，评出优、良、中、差四个档次，并依据考核结

果进行适当奖惩。（责任单位：市场办、商务局、新安镇）

（二）乡镇农贸市场改造建设。

1.方案集中审查阶段（3 月 16 日前完成）。各乡镇将辖区内

农贸市场改造建设方案报市场办进行集中审核。（责任单位：各

乡镇、市场办）

2.全面开工建设阶段（3 月 17 日至 4 月 20 日）。各乡镇根据

本地实际情况，改造建设辖区内农贸市场。（责任单位：各乡镇、

市场办）

3.考核评比阶段（4 月 21 至 4 月 30 日）。县市场办牵头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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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农贸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考核，评出优、良、

中、差四个档次，对优秀乡镇进行适当奖励。（责任单位：市场

办、创卫办、督查办）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县城区农贸市场管理提升及乡镇农贸

市场改造建设专项推进行动由县委常委廖朝兵同志任组长，县商

务局局长周海兵同志任副组长。县农贸市场提档升级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做好县城区农贸市场管理提升及乡镇农贸市场建设工作

的组织推进和统筹协调，定期研究、会商有关工作。县市场办具

体负责县城区农贸市场的日常管理和考核评比以及乡镇农贸市

场建设工作的服务指导，会同县创卫办、督查办做好督查督办。

（二）明确工作职责。各乡镇要切实履行农贸市场建设管理

的主体责任，确保相关工作如期完成。县有关部门要帮助在建市

场完善手续，协调解决存在问题；对于已建成市场要加大日常监

管力度，督促、协助农贸市场规范经营管理行为。各建成运营的

农贸市场要切实履行市场长效管理工作的主体责任，做好市场内

制度建设、秩序管理、卫生管理、食品安全、病媒防制、设施维

护等日常工作。

（三）规范开展整治。重点整治农贸市场周边环境，落实市

容环卫责任区制度。加强日常保洁，清除垃圾乱堆、污水漫溢等

现象，配套完善公厕、垃圾收运等设施。取缔市场周边占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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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门出摊等行为。整治市场周边乱拉蓬布、乱搭乱盖等影响市容

行为。规范市场周边店招店牌设置，清理占道灯箱。规范机动车、

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合理分区，划行归市，定点屠宰。落实病媒

防制措施，定期开展除“四害”工作。加强农产品、畜产品、水产

品药残检测，并及时公布结果，健全相关档案材料。

（四）建立长效机制。县市场办要依据《灌南县农贸市场经

营管理规范》、《灌南县城区农贸市场建设管理考核办法》，对城

区农贸市场进行一月一考核、一季一排名、一年一评比，对管理

规范、秩序良好、群众满意的的市场给予奖励，对管理不规范或

长期达不到标准的农贸市场给予扣除保证金直至依法取缔关闭

的处罚。各乡镇农贸市场完成建设后，纳入全县农贸市场一并考

核奖罚。县财政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安排农贸市场创卫迎检专项

资金，落实经费，加大激励，推进工作。

附件：1.灌南县城区农贸市场长效管理考核办法

2.灌南县乡镇农贸市场建设管理情况一览表

3.农贸市场卫生标准



— 6 —

附件 1

灌南县城区农贸市场长效管理考核办法

为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强化农贸市场长效管理，努力把

我县城区农贸市场建设成为“环境优美、购物方便、安全卫生、

管理规范、群众满意”的公共交易平台和城市形象窗口，结合我

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以规范管理为手段，坚持治标与治本、整顿与规范相结合，

通过实施考核奖惩，强化对城区农贸市场的日常监管，进一步规

范农贸市场经营管理行为，实现城区农贸市场布局合理、设计科

学、业态丰富、设施完备、环境整洁、秩序规范的总体目标。

二、考核范围

宝隆市场、鹏程农贸市场、聚龙商贸城、城东菜场、盛世华

城农贸市场以及城区范围内其他新建农贸市场。

三、考核依据

商务部《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卫生部《集贸市

场食品卫生管理规范》《江苏省城乡集市贸易管理条例》《连云港

市市区农贸市场经营管理规范》《连云港市市区农贸市场建设规

范》《连云港市区菜市场长效管理考核标准》等。

http://www.fae.cn/flfg/find_by_idSearch.do?id=113253
http://www.fae.cn/flfg/find_by_idSearch.do?id=113253
http://www.fae.cn/flfg/find_by_idSearch.do?id=24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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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内容及等次评定

根据《灌南县农贸市场长效管理考核标准》，逐月对相关农

贸市场进行考核打分、评定等次，其中：90分（含 90分）以上

为优秀；80 分（含 80 分）以上、90 分以下为良好；70分（含

70分）以上、80分以下为一般；60分（含 60分）以上、70分

以下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五、考核方法与程序

成立由县分管领导任主任、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城区农

贸市场长效管理委员会，定期研究、会商有关工作，下设办公室

（简称“市场办”），办公地点设在商务局。考核工作由市场办，

城管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等单位以及部分社会监督员共同参

与，采取月度考核、季度排名、年度评比相结合的方式，并在《灌

南日报》、“灌南在线”、灌南电视台等媒体公布。

对于受到县主要领导批示肯定、上级政府表彰等的农贸市

场，酌情在年度总分基础上予以加分（累计加分不超过 20分）。

六、考核结果运用

县财政每年设立 60 万元左右的城区农贸市场专项奖补资

金，各市场经营管理方与经营户签订《农贸市场经营管理及物业

服务合同》的同时，与市场办签订《农贸市场规范经营责任状》，

年初按照 200-500元/摊位的标准缴纳经营管理风险金。

根据各市场月度考核得分情况，对排名倒数第一的市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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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谈，对评定为不合格等次的市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并扣除

经营管理风险金 1万元（直至扣完为止）。

根据各市场每季度得分总和，对得分前三名（月度平均得分

不低于 85分）市场分别予以 1.5万元、1万元和 0.5万元奖励，

对季度总分倒数第一的市场进行约谈，并扣除经营管理风险金 1

万元（直至扣完为止）。

根据各市场年度总分，排定各市场年度考核名次，分别给予

表彰和奖励。总分第一名授予“长效管理五星级市场”奖牌，并按

所缴纳经营管理风险金 2 倍标准予以奖励；总分第二名授予“长

效管理四星级市场”奖牌，并按所缴纳经营管理风险金 1.5 倍标

准予以奖励；总分第三名授予“长效管理三星级市场”奖牌，并按

所缴纳经营管理风险金 1倍标准予以奖励。对年度总分排名倒数

第一的市场进行约谈，扣除其所缴纳经营管理风险金的 50%（余

额不足时予以全部扣除），同时，下一年度所缴纳经营管理风险

金增加 50%。

七、其他

（一）本考核办法由市场办负责解释。

（二）各乡镇农贸市场 2018年完成提档升级任务后，纳入

全县农贸市场一并考核奖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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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灌南县乡镇农贸市场建设管理情况一览表

乡镇 市场名称

建设运行现状

（经营中/闲置/
在建/拟建等）

具体位置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柜台/摊位

数（个）

产权性质

（社会投资/政府

投资）

备注

新安镇 龙沟农贸市场 拟建
龙沟河闸向北 500
米，新张线西侧

2225 13889 规划设计 政府投资

堆沟港镇
兴港中心社区

农贸市场
改造扫尾

兴港中心社区月季路

南枫香街东
2530

摊位 1286
门面 2440

490 社会投资

田楼镇 嘉润商贸城 经营中
204 国道东侧，产业

大道南侧
11432 16700 180 社会投资

三口镇 便民农贸市场 经营中
三口镇长兴路东侧

中段

4650
（不含沿街店面）

2000
8节柜台，

70个摊位
社会投资 提档升级

百禄镇 百禄镇农贸市场 基本建成 裕丰商业街南侧 1000 1000 48 社会投资

新集镇 新集镇农贸市场 在建 新集镇政府东南侧 10538 19000 60 社会投资

李集乡
李集农贸市场 拟建 李集街道东侧 5300 2600 160 政府投资

秦庄农贸市场 拟建 秦庄街道东侧 4800 2200 150 社会投资

孟兴庄镇 孟兴庄镇农贸市场 改造扫尾 孟兴庄卫生院对面 2750 2340 12 政府投资

汤沟镇
汤沟农贸批发市场 经营中 汤沟镇香韵街 1200 640 32 社会投资

整体改造；增

建公共厕所

汤沟镇农贸市场 经营中 汤沟镇富汤北路 1600 1600 6 社会投资 增补案台

张店镇 张店镇农贸市场 拟建 张店居委会 800 600 80 政府投资 新建

北陈集镇 北陈集镇农贸市场 闲置 便民服务大厅对面 1500 社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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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农贸市场卫生标准

1.有健全的爱国卫生管理组织和各项卫生管理制度。按市场

规模配备卫生管理人员（100 个摊位以内配备 2 人；100至 250

个摊位配备 3 至 4 人；250 个摊位以上的配备 5 人以上）。管理

人员佩戴统一标志并按规定文明管理，开展经常性卫生检查评比

活动，有检查记录。

2.市场内部划行归市，经营区域合理布局。亮证（牌）经营，

明码标价，无摊外摊、场外摊、店外摊，文明经营，秩序良好。

3.市场内光线、照明充足，通风换气良好。有完善的上、下

水设施，地面硬化.平整，无违法搭建。

4.功能分区设置合理。食品经营区域与非食品经营区域分开

设置；经营鲜活畜禽、水产的区域与其他食品生产、加工或经营

区域隔开，相互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 5米。经销活禽的有固定的

金属笼架和水冲式设施。活禽宰杀要有封闭式炉子、瓷砖式水池、

密闭式垃圾桶等卫生设施，每批宰杀结束后必须冲洗场地一次，

保持卫生整洁。农贸市场的冷藏设备应符合卫生要求。

5.市场内经销食品、副食品、熟食的经营者必须有健康证、

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餐具有消毒保洁设施，直接入口食品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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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防尘橱（罩）和专用柜台，生、熟分开，货、款分开。从业

人员工作衣帽齐全洁净，个人卫生良好，熟悉食品卫生知识。实

行食品索证制度，市场上不得销售假冒伪劣、过期、霉烂变质食

品，有毒有害的蔬菜、瓜果，未经检疫的肉类不得上市销售。

6.市场应配备密闭式果壳箱、垃圾桶、垃圾中转站等卫生设

施（果壳箱每个摊位配备 1只）。市场经营性垃圾全部实行袋装

化、桶装化、密闭化，垃圾袋装率达 100％，扎口率达 100％，

并做到日产日清。

7.实行全日制保洁制度。地面、摊位整洁，无乱扔杂物、垃

圾。水产、活禽等区域地面每天至少冲刷 2次，无粪便、鱼鳞等

积存，其他区域每天一次冲洗；定期疏通下水道，保持畅通，排

水沟内无积存淤泥、污物，无蝇蛆孳生。

8.市场应有公共厕所，公共厕所达到国家二类以上水冲式标

准，各类设施完好率达 95％以上。清扫保洁消杀制度落实，蹲

坑、便池内无积粪、无尿垢，厕所内无蛛网，无蝇蛆，基本无臭

味，粪池密闭有盖，不漫溢。

9.除“四害”有专人负责，措施落实，定期开展室内外环境消

杀。市场周围按标准设置毒饵站和诱蝇笼，保持有灭鼠和诱蝇药

物。食品摊位有鼠夹、粘鼠板、粘蝇纸、灭蝇拍等设施并投放到位。

阴沟、下水道口防鼠网齐全、有效，场内外无鼠及鼠洞、鼠粪、鼠

咬痕等鼠迹，无蟑螂、卵荚及蟑迹。基本无蝇蛆、孑孓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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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认真执行“门前四包”管理制度，落实管理责任和管理

人员。

11.开展食品卫生和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定期组织管理和

从业人员学习、培训，食品从业人员卫生知识和健康知识普及率

达 100％，考试及格率达 100％，健康行为形成率达 80％以上。

12.开展农产品、畜产品、水产药残检测，并及时公布结果，

健全相关档案资料。

灌南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2018年 3月 1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