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菜市场管理条例》已
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该条例进
一步增强了菜市场的民生性、公
益性和社会性功能。

条例规定，市和区县（市）人
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菜市场规划、
建设、改造提升和供应保障等工
作的组织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扶持政策和措施，促进菜市场的
健康发展。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由市场监管、商务、自
然资源和规划、综合行政执法、农业
农村等部门组成的菜市场协同监
管机制，统筹、协调和督促解决菜
市场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条例规定，菜市场举办者应
当在菜市场内划定食用农产品自
产自销专用摊位，供临时销售自
产食用农产品的农民使用，不得
向其收取摊位使用费，但可以收
取必要的环境卫生保洁费。举办

者应当要求进场的自产自销农民提
供食用农产品相关生产信息，签署
自产自销行为真实性的书面承诺
书，并在菜市场内公布。社区菜店、
生鲜超市等商业形态经营者，应当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食
品安全、市容环境卫生等管理制度，
按照要求进行垃圾分类，并建设雨
污分流、污水处理等排水设施，与城
镇公共排水管网设施连通。

条例规定，菜市场内不得销售
法律、法规禁止销售的野生动植物
和其他食品；不得销售非法捕捞的
渔获。鼓励采用冷链、净菜上市、畜
禽产品冷鲜上市等方式销售食用农
产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
和完善举办者、经营者信用管理，以
及经营者市场准入前信用承诺、食
品质量安全抽查检测、质量安全隐
患和安全事故处置整改等制度。

（吴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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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事+问政+立法

合力助推宁波菜市场 美丽美丽““蝶变蝶变””

记者 吴向正 通讯员 王琼硕

菜市场，充满着人间烟火味，其建设管理关乎群众生
活，体现城市文明。

近来，甬城市民欣喜地发现，城乡大大小小的菜市场经
过改造提升，不再“臭烘烘、湿漉漉、乱糟糟”，面貌焕然一新。
内外环境干净整洁，管理服务明显改善，“便利化、智慧化、人
性化、特色化、规范化”建设成果显现。在2020年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活动中，宁波菜市场及周边环境的测评从之前的“失
分项”变成了“零失分”，群众满意率显著提升。

“在宁波菜市场美丽‘蝶变’的过程中，一套‘组合拳’发
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的确，2020年，宁波人大创新运用“督事+问政+立
法”的综合履职方式，打出一套“组合拳”，有力推动了菜
市场痛点难点问题的破解；首次实行立法与监督同步发
力，第一时间把“百姓呼声”转化为“法言法语”，进一步
完善制度供给，促成了菜市场的华丽“转身”。

2020年年底，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宁波市菜市场管理条例》，并于今年3月26日经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近期施行，这是全国首部菜市场
管理条例。

“《宁波市菜市场管理条例》的出台实施，将为我市
长效治理菜市场及周边环境，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
障。”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肯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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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市领取市场名称登
记证的菜市场有 375 家，村级农产
品集中交易点和临时疏导点有 366
家。我市农贸市场基数大（全省第
一）、基础弱、层次低（省内靠后），历
史欠账较多，与人民群众的期待有
一定差距。

“近年来，宁波连续组织开展了
省文明示范农贸市场、省放心农贸
市场、农贸市场提升改造等工程，市
场面貌得到了有效改善，然而依然
存在着规划布局不尽合理、基础设
施配套不足、周边治理不够到位、食
品安全防控不够全面、协同监管不
够紧密、建设管理和执法依据尚有
缺失等突出问题。”市人大社会建设
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如何让群众的“米袋子”“菜篮
子”“果盘子”选择更丰富、食品更安
全、环境更舒适？群众有所呼，人大
有所应！2020 年，市人大常委会把
农贸市场建设管理监督工作作为年
度履职的重中之重强力推进——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广泛调
研。面向市人大代表、社会公众开展
满意度调查；对登记在册农贸市场
开展现状摸底调查，形成 375 份“一
场一表一说明”的农贸市场基础档
案；就规划布局、市场环境、周边秩
序、市场经营等设计了 25 道问题，
委托第三方征求群众意见，共收到
1883 份调查反馈，形成了《宁波市
农贸市场建设管理工作满意度调查
分析报告》；组织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人大代表开展明察暗访，拍摄制
作明察暗访纪录片，曝光场内管理、
周边环境、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方
面的 31 个具体问题，为开展专题询
问和审议提供民意支撑。

在调研基础上，督事和问政层
层递进。2020 年 7 月，市人大常委会

举行全市农贸市场建设管理工作专
题询问会，12 名常委会组成人员就
改造提升资金保障、食品农产品安
全监管、环境卫生整治、消防安全隐
患、规划布局、周边停车等热点难点
问题，向 13 名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
先后发问。会后，市人大常委会就加
强农贸市场建设管理的制度供给、
压实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强化分类
管理、完善多元共治长效机制、提升
安全风险防控水平等 5 个方面提出
了 14 条审议意见。

聚焦问题促整改，有力推动了
痛点难点问题的破解。市政府及相
关职能部门在问题曝光后 3 日内，
提交了整改情况报告，对涉及的 19
家市场进行限时整改，多人被行政
约谈、批评教育。同时，市政府和相
关部门对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进
行认真的研究办理，逐项进行任务
分解，明确了责任对象和完成时限。

根据审议意见，市政府和相关
部门对于一些经营状况不良、民生
性功能保障不佳的菜市场，采取国
有回购、引入第三方经营等多种方
式进行处理。镇海区清水湖菜市场
经营权国有回购后，市场面貌和日
常经营管理显著改善，消费者的购
物体验明显提升。

市人大常委会在调研中发现，
《宁波市三江片菜市场规划（2001-
2020）》仅覆盖绕城高速内 2020年建
设用地范围，未安排在东部新城建
设菜市场；青林湾小区原规划的菜
市场，被挪建为生鲜超市。在人大的
监督推动下，商务部门现已着手调
研开展新一轮菜市场的专项规划。
与之类似，市区有 71 家农贸市场的
1500 多个问题得到整改。这些问题
的整改解决，助推完成了我市农贸
市场改造提升年度目标任务。

督事和问政层层递进

推动菜市场痛点难点破解

在开展专项监督和专题询问的
同时，市人大常委会完成了菜市场管
理法规的制定工作，以制度刚性引领

和保障菜市场健康发展。“这是市人大
常委会首次以立法与监督同步发力、
综合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的探索实

立法和监督同步推进

百姓呼声及时化为“法言法语”

“跟以前相比，现在的菜市场
真是干净多了，地上不积水，没有
烂菜叶，臭烘烘的气味也没了，我
们在这里买菜就像逛商场一样
舒服。”家住江北区洪塘街道海华
三和嘉园小区的陈阿姨，日前来
到附近的广厦菜市场买菜，对菜
市场的可喜变化感到由衷高兴。

广厦菜市场原先基础设施简
陋，交易环境“脏、乱、差”。去年 6
月，该市场举办方宁波大仓市场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投入 700万元，以
五星级的硬件标准对市场进行了
改造，解决了雨污分流、给排水等
方面的问题，同时推进应用信息化
集成系统，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去
年 10 月，广厦菜市场完成改造工
程，成功创建四星级市场、放心市
场和省首批“五化”市场。与改造前
相比，目前广厦菜市场的经营额提
升近 20%，人流量提升 50%以上，
场内经营户新增10余家。

这是我市积极推进菜市场改
造提升取得明显成效的一个缩影。

市政府于 2019 年 7 月底启动
全市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三年攻坚

行动。围绕改造提升“342”目标，市
市场监管局以办好民生实事为主
线，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改造提升
为路径，以“文明创建、放心创建、星
级创建、五化创建”四大创建为载
体，努力提升农贸市场建设管理综
合水平，取得阶段性成效。

2020 年全市累计投入 4.4 亿元
用于菜市场改造提升，新创建省放心
农贸市场 93 家，创建三星级及以上
市场 62家，放心、高星市场创建数量
居全省第一；全市乡村菜市场星级覆
盖率达91.69%，城区菜市场二星及以
上覆盖率达 93.88%，相比 2019 年分
别提高了 45.69 个百分点和 47.88 个
百分点，还涌现了一批高质量改造提
升的农贸市场典型。由第三方对市六
区城区菜市场和其他县（市）部分重
点菜市场的环境、秩序、防疫等 7 个
模块 40 项内容的专业测评结果显
示，群众满意率显著提升。今年，市市
场监管局将进一步推进农贸市场改
造提升三年攻坚行动，力争超额完成
三年行动目标任务，有效巩固改造提
升工作成效，全面提升我市农贸市场
整体水平。

人大助力 政府发力

菜市场改造提升成效显现

践。”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在对法规草案进行一审前，

市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各界广泛征
求立法意见建议，共收集建设性
意见建议 202 条，使常委会立法
审议有了扎实的民意基础。

在深入调研监督的基础上，
市人大常委会谋划推进菜市场管
理立法。积极适应菜市场功能特
点及“互联网＋”时代迭代升级趋
势，研究菜市场规划编制实施、建
设统筹、标准规范、行政监管中存
在的堵点痛点，以及导致个别地
方业态竞争失序、部门监管失位、
环境秩序失控的突出矛盾，聚焦
群众普遍关心的菜市场食品、消
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安全事项，
使立法更有重点、更加精准。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有关部门
对菜市场定位不准、认识不到位
的问题，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提出了强化分类管理、有力开展
监督等意见，同时在管理立法中

明确了菜市场“民生性、公益性、社
会性”的功能属性。针对我市菜市场
专项规划部分缺失、布局不科学、实
施不到位、基础配套设施不全等问
题，市人大常委会要求相关菜市场结
合改造提升工作，对原先存在的交易
环境“脏、乱、差”现象进行整治，彻底
改造原有场地，改善雨污分流、给排
水等基础条件，对菜市场外立面进行
全面改造，积极创建五化（便利化、智
慧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菜市
场。同时把解决问题的办法转化为法
规条款，在条例第七条至第十一条对
相关内容作出规定。

积极运用监督成果，菜市场多
元共治机制、建设管理标准、专项规
划编制和实施、菜市场分类体系建
设、经营信用管理、信息化建设、食
品监督检测、安全风险防控、新型业
态规范引导等方面的审议意见，被
转化为“法言法语”，成为宁波菜市
场立法中的特色亮点内容，在制度
规范上推动菜市场管理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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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区新碶街道
星阳菜市场改造后，硬
软件水平显著提升。

▼江北区广厦菜市场
推行智慧管理，每个摊
位 前 设 有 电 子 显 示 屏 ，
即 时 显 示 蔬 菜 （食 品）
名称、价格和来源等信
息，顾客一目了然。

（吴向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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