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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本。
农产品质量安全，不仅关系到农

业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更直接关系
市民“餐桌”安全。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
全管理，实施标准化战略 ，是农业发
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政府重视民
生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 澧县农业局在县委、县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农
产品质量、 确保城乡居民食品安全、
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这条主线，在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推进农业
标准化生产、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测体系和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等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使该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总体保持稳中有升的良好
势头，澧县人民的“餐桌”安全得到进
一步保障。

“标准化生产”———树立
现代农业新样板

2011 年 8 月 25 日， 全省农业标
准化现场会在常德澧县召开，万亩葡

萄 、水稻 、油菜 ，以及
千亩柑橘、茶叶、蔬菜
的标准化示范区吸引
了全省人民的眼球。

制定葡萄、水稻、
油菜等主导产业技术
规范 19 个，其中省级
地方标准 1 个、 市级
技术规范 10 个、县级
技术规范 8 个， 盈成
油脂、 加州食品等企
业制定了企业生产标准 98 个， 初步
形成以省级标准和市级规范为主，行
业标准、企业标准和地方规范相配套
的农业标准体系，为全省农业标准体
系的建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操作有规范、过程有记录、产品有
标识、市场有监管、质量可追溯的农业
标准化“四有一可”标准化体系建设，
有效地保障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2010 年以来 ， 该县按照统一生
产、加工、检验、包装 、标识和供种等
各个环节在内的种子生产加工标准
化 ；实施农时 、轮作 、耕作 、栽培 、土
肥、植保、灌溉等农艺措施标准化；实

施原料生产、加工、包装、销售标准化
等模式推进 60 万亩油菜标准化生
产，油菜平均单产及出油率较上年增
加 3 个百分点。

目前，全县已建成 60 万亩油菜、
50 万亩优质稻、13.9 万亩桔柚、2.7 万
亩葡萄和 1.5 万亩优质茶标准化生产
基地；创建了 2 个市级标准化示范区
和 3 个县级标准化示范区， 建立了 4
个农业部畜禽水产标准化示范场、13
个县级畜禽水产标准化示范场和 36
个生猪标准化规模小区；按照标准化
栽培要求生产的复兴苹果柚成了今
年“两会”招待用水果，进入了人民大

会堂。
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的

农业标准化生产意识和科学种养技
术水平，县农业局还积极开展标准化
生产培训， 培训人员涵盖技术骨干、
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促进了无公害
农产品生产技术的推广，提高和加深
了菜农对农业标准化生产的认识和
合理用药、安全生产的观念。

“示范园区”———辐射带
动周边农村

“标准化的实施主体是示范园

区，2011 年以来， 我们紧紧抓住厅市
合作开展农业标准化建设的有力契
机，以专业合作社为载体 ，扎实推进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成立了城头
山 、 洞庭春 2 家优质稻谷专业合作
社，完成了万亩葡萄 、水稻 2 个市级
示范园区和蔬菜 、柑橘 、茶叶 3 个县
级示范园区建设，有力地推进了农业
标准化生产。 ”澧县农业局局长傅依
广介绍说。

在澧县，为了更好地创建示范园
区，还专门成立了县标准化建设领导
小组，全面组织 、协调农业标准化建
设工作，形成了政府牵头、部门联动、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按照农民自愿 、 部门帮扶的原
则，成立生猪 、葡萄等种养专业协会
和合作社 109 个，辐射农户 7.3 万户。
合作组织把分散农户组织起来，将生
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按照统
一品种、统一投入品、统一技术规程、
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的“六
统一”要求实施标准化生产 ，建立农
产品生产记录档案、农业投入品使用
档案、农产品出园检测档案 ，落实各
项监管制度和控制措施，充分发挥了
合作组织在实施标准化中的主体作
用。

龙头企业也是示范园区建设的
生力军。 该县通过采取“企业+基地农
户+标准” 的形式， 大力推行订单农
业，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 75 万亩，形
成了从生产加工到流通销售的标准
化产业链。 澧县华泰肉类食品有限公
司，建立大型养殖基地 4 个 ，年销售
收入 4 亿元。 盈成油脂与全县 32 个
乡镇合作 ，推行标准化生产 ，实行一
乡一品，改变了长久以来油菜品种多
乱杂的局面。

在示范园区建设的推动下，澧县
的“三品 ”认证个数和产品认证面积
不断突破 ，截止到目前 ，全县已建立
起“三品”基地 243.02 万亩（头、群），
认证有机食品 7 个，绿色食品 33 个，
无公害农产品 19 个，2011 年“澧县葡
萄 ” 被国家认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

“质量追溯”———全新的
质量监管模式

示范园区建设是标准化的保障，
质量追溯则是一种全新的监管模式，
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中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澧澹蔬菜示范园区的黄瓜育
苗大棚内，记者看到硕大的排气扇在
两侧工作，光照充足，通风很好。 老王
正在给即将销售到市面上的黄瓜贴
上标签，标签有老王的姓名 、隶属的
示范园区以及检测信息。

“质量追溯这种监管模式为生产
者提供标准化 、规范化 、信息化生产
档案管理系统，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
生产信息检索系统，出现任何质量安
全问题都可追溯。 ”澧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朱建军告诉记
者说。

比如一株黄瓜苗从播种开始就

建立台账 ， 什么时候施肥 ， 施什么
肥 ，什么时候打农药 ，打什么农药 ，
收获之前以及进入市场的检测情
况，台账上记录得清清楚楚 ，通过台
账记录输入电脑 ， 消费者可以输入
农产品追溯序列号 ， 便捷地了解到
该农产品从产地环境 、 生产过程到
包装上市的全过程 ， 做到了有据可
查。

这种全程监管新模式通过市场
反馈和消费者的监督 ， 增强了企业
自我监管的动力和效果 ， 实现了对
农产品从 “田间到餐桌 ” 的全程监
控。

从源头把关，保餐桌安全。 澧县
人大刀阔斧开展质量安全体系建设
的两年，催生出农业产业巨大发展潜
力，“盈成”油脂、神州庄园葡萄酒、太
青腊肉、张公特色食品等品牌享誉全
国。 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澧县的农
产品将乘着标准化这条大船走出国
门，迈向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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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把关 保餐桌安全
———澧县农业局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侧记

文/杨振华 张福芳 文雪花

经营证照齐全 、 每餐菜品留样
100 克、专门设立消毒间、建立职工食
堂意见簿……这是近日我们走访浏
阳生物医药园时，在一家公司食堂看
到的情景。 经了解，这家由湘潭市文
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的食堂，坚
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从关心职
工生活入手，切实关注职工食堂的食
品卫生安全，并对食堂用餐安全进行
了专项部署，确保公司员工吃上放心
餐、健康餐、营养餐。

管理制度： 筑起食品安
全的“防火墙”

在食堂办公区 ，我们看到 ，墙壁
上张贴着食堂卫生管理制度、食品采
购管理制度、保洁员工作制度 、库房
管理制度、主管、班长、组长工作职责
等。 “餐饮是特殊行业，必须依靠有力
制度来保障。 ”分管浏阳片区的总经
理张钢军坦诚的说。

张总告诉我们 ， 食堂每个员工
都持有健康证 ， 他本人也是考取了

“食品安全管理员”合格证才出任总
经理。 为了让这些管理制度落实到
位，他每周三都会召开行政会议 ，班
长以上级别的主管必须参加 ， 除汇
报一周工作总结外 ， 还要再三强调
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工作 ，再根据需
要对下周的工作进行安排调整。 “行
政会上提出的问题必须马上进行改
进。 ”

为了让职工吃的舒心，他们还建
立了“职工食堂意见簿”，广泛征集职
工意见和建议，悉心调剂时令性的食
品花样，荤素讲搭配，膳食讲营养，努
力实现食物多样化，让职工精力充沛
地投身于工作中。

在谈到如何落实这些制度时，张
总说道：“奖惩分明。 ”当然，他们也是
本着人性化的管理理念，首先对违反
制度的员工进行谈话教育，如果第二
次再犯， 便在每月 20 号的全体员工
会议上提出口头警告，若再犯 ，则按
罚金标准扣除工资。 “所有的食品安
全问题都是可以预防的，出问题是人
为疏忽。 ”餐饮安全涉及到很多细节，
制定这些制度，就是让员工以 “行为

规范”为准绳，以“实施细则”
为检验标准， 一旦发现问题，
及时总结整改。

原材料供应：握紧
食品安全的“顶门栓”

近年来 ，“毒豆芽 ”、“墨
汁粉条”、“地沟油”等事件层
出不穷， 对老百姓的身体健
康与生命安 全 造 成 极 大 威
胁。 “原材料供应是关键。 ”张
总说，他亲自负责采购，必须
到持有卫生许可证的经营单

位采购伙食物资 ， 必须保证采购的
食品原料新鲜，色、香、味正常。 对进
入食堂的米、面油、蔬菜等都要进行
严格的检查和验收 ，拒绝 “三无 ”食
品及其它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和要
求的食品进入食堂 ， 确保食品质量
安全。

正说着 ， 一年轻小伙走进办公
室，向张总推销自家种的黄瓜。 张总
断然拒绝，他说，担心私家种植的农
药残留物超标。 一般来说，他都是到
长沙的马王堆菜品市场进行采购，索
票、索证。 “品牌的东西还是要可靠一
些。 而且那里有一个化验室，有专人
对食物的农药残留进行监测。 去年在
采购豆角时，一化验，残留物超标了，
当即就退货了。 ”

在烹饪间，我们看到，食堂将粗加
工车间进行细化，分成海鲜、肉类、蔬
菜三个独立车间， 并设立三个储存冰
柜。 “每个冰柜存放不同种类的菜品，
这样能保证菜品安全。 ”张总说，食堂
对食品安全有一套严格的监控程序，
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将每餐菜品
留样 100 克 48 小时，“我们承包这里
三年来，没出过一次食品安全问题。 ”

边说着， 张总边拿起一个土豆。
“你们看， 像土豆这样容易长芽的食
物，在采购时，我们就会认真检查，有

芽的坚决不要”。

卫生保洁： 织牢食品安
全的“防护网”

在就餐大厅， 餐桌干净整洁，地
面干燥不油腻，餐具在消毒柜里摆放
得整整齐齐。 “我们的食堂员工每年
必须进行健康体检和卫生知识培训，
取得健康合格证及卫生知识培训合

格证后才能上岗。 ”
据张总介绍，为了给公司职工提

供一个干净舒适的就餐环境，他们餐
前饭后都会及时清扫，每天至少清扫
四次。 此外，每周都要进行一次彻底
的卫生大扫除，做到不留死角。 餐厅、

操作间及库房等要经常开窗通风，防
止细菌滋生。

他拿起一双筷子 ，“现在餐具消
毒很关键 ， 我们专门设立了消毒
间。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消毒
车间， 只见一台大型洗碗机正对餐
具进行清洗 ， 然后由工作人员放入
消毒柜消毒 。 筷子还会蒸十分钟 。
“所有的餐具每顿饭只用一次 ，进行
消毒处理后 ， 再在下一 顿饭时使
用。 ”

张总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监控
器，能对食堂的烹饪间、就餐间、消毒
间等进行实时监控。 “只要在办公室，
我的眼睛就是盯着这块屏幕。 一天下
来，眼睛都花了。 但也只有这样，才能
最大程度的保证职工的用餐安全。 ”
除此以外， 他们还采取随机调查、定
期检查等方式，加强卫生安全监管工
作。 管理人员通过对食堂的冷拼间、
灶间、加工间、面食间、消毒间、库房
等场所环境卫生、食品存放 、消毒流
程、防蝇措施、消防安全等工作进行
全面的监督检查 ， 为职工用餐织牢
“防护网”。

守护食品安全“这片天”
———访湘潭市文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瞿联军 卢书文

杨易县长（前右一）在农业局傅依广局长（中）的陪同下在大
堰垱镇调研水稻安全生产。

标准化葡萄栽培园。太青山三千亩标准化有机茶园。 标准化油菜生产基地。 标准化蔬菜生产基地。

职工食堂一角。

宽敞明亮的职工餐厅一角。

今年来，临澧县根据《湖南省
农业厅常德市人民政府共同推进
农业标准化建设合作协议》 的统
一部署和安排，围绕柑橘、葡萄、
蔬菜、水稻、畜禽五大产业，着力
建设了以县园艺示范场为核心的
1.5 万亩柑橘、以修梅镇赵家村为
核心的 3000 亩葡萄 2 个市级农
业标准化示范园区和九里柑橘、
安福蔬菜、烽火水稻、龙马牧业、
联发种养 5 个县级农业标准化示
范园区。 通过以点带面，促进了全
县农业标准化建设， 确保了农产
品质量安全。

临澧县农业局采取组织农民
学、做给农民看、带领农民干等办
法， 免费为农民提供标准化生产
技术培训；具体突出了四项措施：
一是完善标准体系， 二是加强环
境整治，三是严格质量监管，四是
狠抓技术推广； 引导和督促合作
组织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配套培
训室、自律性检测室和相关设备，
促进规范运作和服务提质。

通过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 ，
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 农产品质
量安全明显提升， 经济效益明显
提高。 （杨振华 王茜）

临澧县
厅市合作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葡萄办主任郭光银(左一)深入官垸乡
进行葡萄园管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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