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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件为准

粤药监办〔2019〕384号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

管理-药品监督管理）转移市县
任务清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根据《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粤府

〔2018〕120 号）和《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

场监督管理-药品监督管理）管理办法》（粤财社〔2019〕148 号）

有关规定，为做好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

监督管理-药品监督管理）”（以下简称省级药品监管专项资金）管

理工作，现将省级药品监管专项资金转移市县任务清单（详见附

件）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0 年省级药品监管专项资金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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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省级药品监管专项资金转移市县额度为12,887.81万

元，按照审批权限分类，其中：下放市县审批权限资金为

12,587.81 万元，保留省级审批权限资金为 300万元。主要包括：

（一）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抽检资金 4,852.61万元

根据《药品管理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医疗器械监督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为了解我省药品、医疗器械

和化妆品（以下简称“两品一械”）质量状况，发现、降低和消除

不合格“两品一械”导致的安全风险，安排 2020年药品医疗器械

化妆品抽检资金 4,852.61 万元，全部是下放市县审批权资金，根

据各地承担的省级抽检工作任务，采取因素法方式分配，主要用

于各地完成省级“两品一械”抽检工作任务。

（二）执法装备及检验检测设备购置资金 5,900万元

1.下放市县审批权资金项目。根据《广东省食品药品安全“十

三五”规划（2016-2020 年）》（粤食药监局财〔2017〕32号）、《广

东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机构执法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

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 年）〉的通知》（粤

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为加强药品监管执法装备和技术支

撑体系建设，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件，提高基层药品执法装备配

备水平；实施药品检验能力达标建设工程，推动构建“十三五”

规划中“建立以省级检验检测机构为龙头，地市级和区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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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构为骨干”的检验检测体系,安排 2020 年执法装备及检验

检测设备购置资金5,600 万元（下放市县审批权部分）。专项资金

根据各地药品化妆品检验实验室主要设备达标情况、经营企业数

量、常住人口数量和年度支出进度平均执行情况，采取因素法方

式分配，一是用于粤东西北地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基层药品执法

装备配置；二是用于粤东西北地市药品检验检测机构对标购置药

品和化妆品检验设备。

2.保留省级审批权限资金项目。为落实原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与云浮市政府签署的《建设广东省现代特色南药试验区合作框架

协议》，结合《云浮市中药检测平台建设三年规划（2018-2020 年）》

（云府办函〔2018〕65号），2020 年安排云浮市中药检测平台建

设资金300万元，用于云浮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购置检验检测设备，

进一步加强云浮中药材检测平台建设。

（三）药品稽查执法及综合监管资金 1,275.20万元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

监督条例》和《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财政厅举报重

大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奖励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为进一

步规范药品的生产和流通秩序，净化市场，严厉打击药品安全违

法犯罪，安排 2020 年药品稽查执法和综合监管资金1,275.20 万

元，根据各地办理案件数量、常住人口数量、大案要案和省级优

秀案例数量、年度支出进度平均执行情况，采取因素法方式分配，

主要用于粤东西北地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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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一械”活动和查处案件。

（四）地方队伍能力建设资金 860万元

根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 年全国干部

教育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人

〔2019〕22 号）和《广东省食品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粤食药监局财〔2017〕32号），安排 2020 年地方队伍能力

建设资金860万元，根据各地地市、县（市、区）数量和年度支

出进度平均执行情况，采取因素法方式分配，主要用于粤东西北

地区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药品及相关监管干部培训，不断提高

地方队伍药品监管能力。

二、及时完成 2020年省级药品监管专项资金分配下达工作

按照 2020 年省级部门预算编制工作要求，2020 年省级药品

监管专项资金已由省财政厅提前下达至各地市（文件号为：粤财

社〔2019〕244号）。各市县局要加强与本级财政部门的沟通衔接，

按照项目库管理规定和职责分工，修改完善专项资金项目入库信

息。市县二级项目要及时细化，二级项目的内容要反映一级项目

的政策要求和目标，与一级项目相匹配，并避免与公用经费及其

他项目交叉重复。

各地市局应结合本地实际，对省药监局下达的任务清单进行

分解，制定本地区专项资金任务清单，研究确定本地区的具体项

目。可参照省级的做法，采用因素法方式制定本地区专项资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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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计划，确保省级专项资金下达后，有关项目可以立即实施。根

据《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药品监

督管理）管理办法》（粤财社〔2019〕148号）第十七条有关规定，

属于下放项目审批权限的专项资金，市县应在收到资金和任务清

单后 30日内制订资金分配方案，及时拨付资金。请各地市及时下

达资金，并将资金下达文件报省药监局备案，省药监局汇总后提

供省财政厅备案。

三、稳步推进2020 年省级药品监管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工作

为落实入库项目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有关要求，各单位绩效

管理的理念需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做到预算编

制有绩效目标、事中执行有绩效监控、事后监督有绩效评价。根

据《关于深化省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粤办发

〔2018〕17 号），省财政部门将对绩效目标落实和预算执行进度

实际“双监控”并定期通报。2020 省级药品监管专项资金分区域

绩效目标表已随同资金文件下达给各地市，各地市要加强财政资

金的绩效管理，结合本地区资金和任务分配情况做好绩效目标的

分解下达，督促辖区各有关单位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绩

效评价等各环节工作，确保专项资金发挥实效。

四、全力抓好2020 年省级药品监管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工作

2020 年，省药监局将继续执行省级财政资金支出进度定期通

报机制和预算执行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等机制，对预算执行进度

慢的地市局进行专项督导，并强化预算执行结果应用。各地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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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督促指导所辖县级局和有关直属单位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明确

单位内部职责分工，落实预算执行主体责任，将支出责任层层分

解落实到具体项目和个人，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要结合省级专项工作任务，通盘考虑、分月细化全年专项资金支

出计划，对政府采购和大额购买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尽早启

动项目实施准备和提出政府采购项目需求，待资金下达后即可办

理支付和实施采购；要重点排查以前年度影响资金支出进度的项

目清单，认真分析未能及时支出的原因，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

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率。

各地市局在省级药品监管专项资金管理过程中遇有问题，请

及时与省药监局联系。联系人及电话：龙慧萍，020-37886929；

黄绮婷，020-37886036。

附件：2020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

-药品监督管理）转移市县任务清单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12月 17日

（公开属性：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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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市场监督管理-药品监督管理）
转移市县任务清单

序号
资金使用

单位

一级项目

名称

二级项目

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 广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监督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349批药品抽检 2020年12月31日

2 深圳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349批药品抽检 2020年12月31日

3 珠海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237批药品抽检，25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80批和检

验80批，医疗器械抽样完成

具体数量以省局正式印发的

2020年度抽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 8 —

序号
资金使用

单位

一级项目

名称

二级项目

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4 汕头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850批药品抽检，13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80批和检

验80批，医疗器械抽样完成

具体数量以省局正式印发的

2020年度抽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4 汕头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市场监管局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市局药品

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过180

人次，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产

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市

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部

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市市场局药品及相关监管

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

培训超过180人次。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

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

以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3.确保市县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4 汕头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4 汕头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足

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制

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

执法装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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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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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佛山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308批药品抽检，17批药包材

抽样，指定品种抽检 1 个品

种，化妆品抽样100批和检验

100批，医疗器械抽样完成具

体数量以省局正式印发的

2020年度抽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6 韶关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750批药品抽检，6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70批，医

疗器械抽样完成具体数量以

省局正式印发的2020年度抽

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6 韶关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市场监管局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市局药品

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过180

人次，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产

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市

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部

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市市场局药品及相关监管

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

培训超过180人次。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

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

以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3.确保市县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6 韶关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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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韶关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足

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制

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

执法装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7 河源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750批药品抽检，6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70批，医

疗器械抽样完成具体数量以

省局正式印发的2020年度抽

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7 河源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市场监管局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市局药品

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过180

人次，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产

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市

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部

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市市场局药品及相关监管

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

培训超过180人次。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

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

以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3.确保市县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7 河源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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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河源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足

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制

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

执法装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8 梅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800批药品抽检，9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70批和检

验70批，医疗器械抽样完成

具体数量以省局正式印发的

2020年度抽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8 梅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市场监管局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市局药品

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过180

人次，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产

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市

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部

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市市场局药品及相关监管

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

培训超过180人次。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

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

以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3.确保市县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8 梅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 12 —

序号
资金使用

单位

一级项目

名称

二级项目

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8 梅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足

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制

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

执法装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9 惠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850批药品抽检，7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80批和检

验80批，医疗器械抽样完成

具体数量以省局正式印发的

2020年度抽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9 惠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市场监管局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市局药品

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过180

人次，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产

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市

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部

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市市场局药品及相关监管

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

培训超过180人次。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

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

以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3.确保市县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9 惠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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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金使用

单位

一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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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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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惠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足

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制

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

执法装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10 汕尾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700批药品抽检，化妆品抽样

70 批，医疗器械抽样完成具

体数量以省局正式印发的

2020年度抽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10 汕尾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市场监管局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市局药品

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过180

人次，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产

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市

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部

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市市场局药品及相关监管

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

培训超过180人次。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

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

以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3.确保市县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10 汕尾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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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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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

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0 汕尾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足

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制

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

执法装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11 东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264批药品抽检，10批药包材

抽样，指定品种评价性抽检1

个品种，化妆品抽样80批和

检验80批，医疗器械抽样完

成具体数量以省局正式印发

的2020年度抽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12 中山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254批药品抽检，10批药包材

抽样，指定品种评价性抽检1

个品种，化妆品抽样80批和

检验80批，医疗器械抽样完

成具体数量以省局正式印发

的2020年度抽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13 江门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504批药品抽检（含台山、开

平、恩平市管环节 300 批抽

检），9 批药包材抽样，指定

品种评价性抽检1个品种，化

妆品抽样80批和检验80批，

医疗器械抽样完成具体数量

以省局正式印发的2020年度

抽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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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江门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台山市、开平市、恩平市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上述市局

药品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

过145人次，确保上述市局药

品监管在职干部参加培训率

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台山市、开平市和恩平市市

场监管局药品及相关监管在

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培

训超过145人次。

2.确保台山市、开平市和恩平

市市场监管局两品一械药品

监管人员培训参训率不低于

50%。

2020年12月31日

13 江门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开平、恩平、台山县

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案数不

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案数

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开平、恩

平、台山县查办案件质量，多

办大案要案、优秀案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开平、恩平、台山县2019

年案件查办数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13 江门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台山、开平、恩平购置急需的

药品监管执法装备，改善基层

药品监管条件，提升基层药品

执法装备水平，争取实现基层

药品执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

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

监办财〔2017〕364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

施方案。

台山、开平、恩平结合本地基

层药品执法基本装备配备对

标情况，以满足本地药品监管

需求为目标，制定装备购置计

划，按计划完成执法装备购

置。

2020年12月31日

14 阳江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750批药品抽检，6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70批，医

疗器械抽样完成具体数量以

省局正式印发的2020年度抽

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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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阳江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相关县市区市场监管局

药品监管及相关干部参加脱

产培训，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

产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

市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

部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相

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

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2.确保县区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14 阳江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14 阳江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足

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制

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

执法装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15 湛江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850批药品抽检，8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70批，医

疗器械抽样完成具体数量以

省局正式印发的2020年度抽

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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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湛江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市场监管局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市局药品

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过180

人次，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产

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市

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部

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市市场局药品及相关监管

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

培训超过180人次。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

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

以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3.确保市县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15 湛江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15 湛江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足

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制

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

执法装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16 茂名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850批药品抽检，4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70批，医

疗器械抽样完成具体数量以

省局正式印发的2020年度抽

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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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金使用

单位

一级项目

名称

二级项目

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6 茂名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市场监管局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市局药品

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过180

人次，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产

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市

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部

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市市场局药品及相关监管

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

培训超过180人次。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

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

以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3.确保市县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16 茂名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16 茂名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足

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制

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

执法装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17 肇庆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800批药品抽检，5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70批，医

疗器械抽样完成具体数量以

省局正式印发的2020年度抽

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 19 —

序号
资金使用

单位

一级项目

名称

二级项目

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7 肇庆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市场监管局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市局药品

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过180

人次，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产

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市

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部

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市市场局药品及相关监管

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

培训超过180人次。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

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

以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3.确保市县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17 肇庆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17 肇庆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足

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制

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

执法装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18 清远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800批药品抽检，5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70批和检

验70批，医疗器械抽样完成

具体数量以省局正式印发的

2020年度抽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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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金使用

单位

一级项目

名称

二级项目

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8 清远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市场监管局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市局药品

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过180

人次，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产

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市

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部

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市市场局药品及相关监管

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

培训超过180人次。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

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

以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3.确保市县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18 清远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18 清远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足

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制

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

执法装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19 潮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750批药品抽检，2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70批，医

疗器械抽样完成具体数量以

省局正式印发的2020年度抽

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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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金使用

单位

一级项目

名称

二级项目

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19 潮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市场监管局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市局药品

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过180

人次，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产

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市

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部

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市市场局药品及相关监管

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

培训超过180人次。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

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

以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3.确保市县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19 潮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19 潮州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足

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制

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

执法装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20 揭阳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850批药品抽检，10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70批，医

疗器械抽样完成具体数量以

省局正式印发的2020年度抽

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 22 —

序号
资金使用

单位

一级项目

名称

二级项目

名称
任务要求／目标 任务性质 实施方式 实施标准 工作量 完成时限

20 揭阳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市场监管局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市局药品

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过180

人次，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产

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市

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部

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市市场局药品及相关监管

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

培训超过180人次。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

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

以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3.确保市县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20 揭阳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20 揭阳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2020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

足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

制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执法装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21 云浮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抽

检资金

执行 2020 年广东省药品、医

疗器械和化妆品抽检计划
约束性任务

按2020年广东省药

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检计划实施

药品按《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质

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医疗器械按《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医

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化妆品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

则》《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

700批药品抽检，7批药包材

抽样，化妆品抽样70批，医

疗器械抽样完成具体数量以

省局正式印发的2020年度抽

检方案为准

2020年12月31日



— 23 —

序号
资金使用

单位

一级项目

名称

二级项目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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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云浮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地方队伍能

力建设资金

组织市场监管局和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市局药品

监管干部脱产培训应超过180

人次，县局药品监管干部脱产

培训应超过145人次，确保市

县市场局药品监管在职干部

参加培训率不低于50%。

约束性任务

市市场监管局和县

区市场监管局须使

用专项资金组织在

职药品监管及相关

干部参加脱产培训。

按《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纲要》（中发〔2018〕37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

药品监管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药监

人〔2019〕22号）等有关规定

1.市市场局药品及相关监管

在职干部参加 1 天以上脱产

培训超过180人次。

2.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及

相关监管在职干部参加 1 天

以上脱产培训超过145人次。

3.确保市县市场监管局两品

一械药品监管人员培训参训

率不低于50%。

2020年12月31日

21 云浮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稽查执

法及综合监

管资金

任务一：年度行政处罚案件结

案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案件结

案数90%。

任务二：进一步提高查办案件

质量，多办大案要案、优秀案

件。

任务一：约束性任务

任务二：指导性任务

按照 2020 年广东

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监管工作及稽

查工作要点组织实

施

根据《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

根据各市2019年案件查办数

量计算
2020年12月31日

21 云浮市

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

金（市场监

督管理-药

品 监 督 管

理）

药品监管能

力建设-执

法装备及检

验检测设备

购置资金

1.对标完成药品、化妆品检验

设备购置，药品常规检项能力

参数覆盖率达到90%，地市级

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

率达到100%；

2.购置急需的药品监管执法

装备，改善基层药品监管条

件，提升基层药品执法装备水

平，争取实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率达到100%。

3.购置检验检测设备，完成建

设广东现代特色南药试验区

合作框架协议和中药检验平

台建设三年规划提出的目标

工作任务。

约束性任务：药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达到

90%，地市级药品化妆品

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主

要仪器装备配置覆盖率

达到100%

指导性任务：基层药品执

法基本装备配备率达到

100%

根据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涉及政府采购

事项的，应按政府采

购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建设标准（2016-2020年）〉的通

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362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

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财〔2017〕364

号）、《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云浮市人民政府 建设

广东省现代特色南药试验区合作框架协议》、《云浮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云浮市中药检测平台建设三年规划

（2018-2020年）的通知》（云府办函〔2018〕65号）、2020

年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结合本地药品化妆品检验

检测主要仪器装备配备对标

情况，以及药品化妆品常规检

项能力参数覆盖率对标情况，

制定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

成设备购置。

2.结合本地基层药品执法基

本装备配备对标情况，以满足

本地药品监管需求为目标，制

定装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

执法装备购置。

3.以建立区域性的中药材检

测平台为目标，制定检验检测

设备购置计划，按计划完成设

备购置。

2020年12月31日



抄送：法规和科技处,人事处,执法监督处。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9年12月1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