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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太阳以她温馨的大手拨开初冬的
浓雾， 本刊记者一行在澧县畜牧兽医水
产局赵建平局长的大力推荐下， 兴冲冲
驱车前往海洋生物南美白对虾内陆淡水
安全养殖喜获成功的澧县官垸乡。 官垸
乡位于县境最东端， 地处洞庭湖滨松滋
河畔，四面环水；东望安乡，南连七里湖
农场，西抵九垸，北接小渡口；境内湖港
交错，阡陌纵横，是一个天然的水产养殖
宝地。

为揭开南美白对虾内陆淡水养殖成
功的神秘面纱， 了解该乡特种水产安全
生产全过程，即将抵达目的地时，我们拨
通了该乡党委书记黄泽成的电话。 听说
省报记者慕名造访， 黄书记兴致勃勃地
向我们介绍起了一个人———该乡码头居
委会书记罗德军。

罗德军何许人也？ 听完黄书记的电
话，我们才弄清楚他就是原澧县珍珠养
殖协会会长、现南美白对虾内陆淡水安
全养殖成功的大功臣！ 在黄书记的热情
安排下，我们在该乡党委接待室见到了
此行的主角———罗德军。

六出湖乡，
面对困境寻找新出路
本世纪初叶，受市场大潮驱动，澧县

兴起了一股珍珠养殖热，一时间，珍珠
养殖专业户迅猛发展到 600 多家。 为规
范经营，安全生产，充分发挥澧县水产
养殖面积大，水资源丰富，养殖环境优
良等优势，2006 年初， 罗德军牵头组建
起了该县珍珠养殖协会。 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珍珠养殖对水体污
染大， 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安
全，到 2008 年 9 月，澧县县委、县政府决
定全面退出珍珠养殖市场，实行产业转
型。由此，罗德军所带领的 600 多协会会
员一下陷入了失业的泥沼。

怎么办？ 看到协会会员们一双双焦
急而无助的眼睛，罗德军陷入了深深的
沉思。 为了给政府排忧解难，更为了探
索退出珍珠养殖之后澧县水产安全养
殖的新出路，给一直追随和支持他的协
会会员们重找一条生财的康庄大道，寻
求高效安全的替代产业，罗德军六出湖
乡，自费组织部分会员到浙江、福建、上
海、广东、深圳等沿海城市走市场、找项
目。 通过近半年的考察研究，罗德军发
现一种叫做南美白对虾 （俗称基尾虾）
的海洋生物非常走俏市场，这种虾属高
钙、高蛋白、低脂肪的安全食品，营养价
值非常丰富，又是世界上公认的养殖产
量最高的优良虾种， 它不但生长快，抗
毒菌、适应环境变化能力强，而且肉味
鲜美，加工出肉率高，与高脂肪的肉食
产品形成鲜明的市场需求对比，是今后
安全营养食品的发展方向，市场前景看
好。 通过深入了解，罗德军更发现这种
南美白对虾目前全国市场缺口每年竟
高达 60 万吨，而且只有通过空运才能到
达人们的餐桌，因为它的生存环境目前
还只限于沿海温暖的海水之中，人们要
想吃到新鲜可口的活体白对虾，运输和
淡水安全养殖问题成了产业瓶颈。

南美白对虾通过培育淡化能在内

陆淡水中生存成长吗？ 面对如此巨大的
商机，一向遇事爱动脑子的罗德军开始
了新的思考。 通过上网和在各大图书室
广泛查阅资料，罗德军发现已经早有人
在开始这方面的探索， 但到目前为止，
内陆还没有一起成功的先例。 难道就没
有办法了吗？ 罗德军再一次陷入了沉
思。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罗德军
想，我们决不能放弃努力，否则，成功就
可能与我们失之交臂。 在他的坚持下，部
分协会会员终于同意一起进行大胆尝
试，螃蟹总是要有人敢于去吃。

反复实践，
不畏艰难实现新突破
2009 年冬，罗德军与政府有关领导

一起带领部分协会会员开始了南美白
对虾内陆淡水安全养殖的探索实践之
旅。 首先，他们到浙江、福建、上海、深圳
等地一次次上门找懂得相关淡化养殖
技术的湖南老乡求教，并得到了虾苗通
过配制卤水逐渐淡化的技术，为白对虾
淡水安全养殖迈出了关键一步。

然而， 内陆白对虾淡水养殖毕竟是
一项新生事物，哪有那么容易就能获得
成功。 2010 年 5 月，会员们回乡第一次
开始了 100 多万尾虾苗的淡化实践，他
们将虾苗全部集中在水泥池淡化。 可
是，由于内地与沿海温差较大 ，加上虾
苗淡化速度过快， 5 天后， 第一次尝试
完全失败。 找出问题的症结后，罗德军
决定马上从深圳空运 100 万虾苗到常德
机场，然后连夜下苗。经过 10 天淡化，这
次因淡化速度比较精确，虾苗淡化喜获
成功。 10 天后，他们将淡化后的虾苗从
苗池转运到大塘，但由于水温 、水体不
适，虾苗出现应激反应，第二次实践又
以失败而告终。

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时，罗

德军那股不服输的倔劲又上来了。 通过
总结前两次失败的教训，罗德军与会员
们一起决定将虾苗淡化直接放在养殖
池里进行， 这样虾苗就能适应水温、水
体。 果然，虾苗淡化下水成功了！ 可是，
对于对虾内陆淡水安全养殖来说，这还
只是开了个好头，整个养殖过程充满了
变数和意外风险。为确保养殖成功，2010
年 6 月以来，罗德军又三下广州、两到福
建实地学习考察，同时，边学习边电话
指导官垸、九垸等 6 处虾池的技术管理，
中途遇到问题马上回来就地解决。 由于
旅途奔波操劳过度， 罗德军终于病倒
了。 病床前，妻子嗔怪道：“你呀你，恨不
得把天下事一个人搞完， 你已经栽了
1500 多亩杨树，百多亩风景树，150 多亩
鱼池，10 个服务站，还管着 3000 多人的
家常里短， 如今又要搞什么海虾淡养，
你就是个铁人也吃不消啊！ ”

2010 年 9 月，在经过近一年的外出
学习和反复摸索试验以及数次失败后，
罗德军终于成功安全淡养出了第一代
内陆淡水南美白对虾，当年亩产 500 公
斤以上， 不但长势喜人，70 多天虾体长
达 15 厘米左右，而且肉质鲜美，鲜虾腥
味明显低于海虾，同时，每亩均创出了
万元以上的经济效益。 喜讯传出，当年
追随罗德军的珍珠养殖会员一下子围
到了罗德军身边，纷纷要求跟随罗德军
再次创业；县、乡党政领导以及技术管
理部门的负责人来了，他们通过现场实
地考察，肯定了罗德军的功绩，并准备
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扶植推广其成功经
验；更重要的是，中山大学海洋学院的
研究生们也慕名来到了罗德军的养殖
基地，他们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和通过专
家论证，证实了淡水安全养殖南美白对
虾在内陆首获成功，填补了海虾淡养的
内陆空白。 由此， 该项目获得常德市
“科技进步奖”，并申请了“南美白对虾
淡水养殖专利”，目前已初审合格。

苦尽甘来，
因势利导扶植新产业
南美白对虾在内陆淡水安全养殖

的成功，标志着运输和淡养瓶颈的双化
解，其经济价值非比寻常。 随着养殖产

业结构的调整与政策实施，在加强老百
姓餐桌安全的实践中， 官垸乡党委、政
府敏锐地看到了发展白对虾淡水安全
养殖是一项极好的富民工程 ，按照 “做
龙头，建基地，保安全，带农户，创品牌”
的思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专业合
作社带农户 ， 用企业化的理念经营农
业，用工业化的要求发展农业 ，围绕高
效水产安全养殖与保障老百姓餐桌食
品营养安全做文章，扶植成立了澧县福
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由罗德军出任
合作社法人，带动周边农户大力发展绿
色环保、安全高效的南美白对虾内陆淡
水养殖。

2011 年正月初八，中山大学海洋学
院院长何建国教授闻讯亲自带领几位
博士到养殖基地现场考察，得到了他们
的一致认可。 何院长是全国对虾协会会
长，对虾首席专家，水产界的权威专家教
授。 他表示， 沿海南美白对虾产地经过
多年生产，产生了一种比较顽固的病害。
针对此现状何院长安排 3 名博士生常驻
澧县， 积累完善并指导提升南美白对虾
安全养殖技术，逐步实现南美白对虾养
殖由沿海向内陆的产业转移， 为老百姓
餐桌食品安全提供坚强的科技保障。 当
晚，何教授即与合作社签订了合作协议，
各出资 100 万元， 在澧县成立华润水产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在官垸乡建立 200
亩科研基地，专业从事南美白对虾养殖
研究和示范推广。 这一有力的举措造就
了合作社加公司，公司加科研，科研加基
地，基地带动农户，协会联动市场模式的
横空出世。

目前，以官垸乡为中心的对虾淡水安
全养殖水面已发展到 2000 亩， 县内湖区
的许多乡镇，邻近的安乡县，汉寿县及湖
北的公安县，松滋县等地的水产养殖户纷
沓而至前来学习培训养殖技术。为减少合
作社员的生产成本， 合作社正在建造 60
亩的淡化虾苗场， 虾苗场的建立将满足
10000 亩南美白对虾安全养殖的要求，使
广大农民在新时代再一次奔上致富路，帮
助广大养殖户从淡水鱼的常规养殖方法
和传统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用先进科学
的新技术创响澧县南美白对虾绿色安全
食品品牌，让澧县成为我国内陆南美白对
虾淡化安全养殖推广与示范中心。

南美白对虾内陆淡水养殖
在澧县首获成功

———澧县官垸乡特种水产安全养殖侧记

瞿联军 卢书文 钱琼 黄德龙

推动产业链建设，助力食品安全

本期协办：湖南澧县甘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战略合作：湖南博达职业技术学校安全生产宣教中心

盐津铺子：

盐津铺子生产厂区一角。 卢书文 摄

澧县福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
罗德军（中）在中山大学南美白对虾养殖
基地。 文雪花 摄

澧县官垸乡党委书记黄泽成（右二）、澧县福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社长罗德军（右一）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文雪花 摄

湖南省煤业集团湘潭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其前身为湖南省谭家山煤矿，
为省直属国有煤矿， 于 1958 建矿，是
一家拥有四对原煤生产矿井、 五家煤
炭深加工企业的现代国有煤炭企业。
在岗职工人数近 5000 人，资产 3.96 亿
元，2010 年生产总值 4.5 亿元。 该公司
所生产的煤炭为动力主焦煤， 广泛应
用于冶金、化工、动能等行业。

多年来，该公司以“科技兴司、安全
兴司、管理兴司”的指导思想，坚持“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
方针，大力推进新技术应用、加强质量标
准化、强化安全监管工作，先后投入资金
数千万元用于矿井设备更新和基础设
施建设，有力确保了生产安全。

技术创新成效显著
多年来， 急倾斜煤层的开采方法

一直是该公司的安全生产 “瓶颈”，该
矿区矿井通风条件差， 一般采取局部
通风机送风采煤， 这种采煤方法的缺
点是顶板不容易控制， 不能很好地适
应该矿区煤层的赋存条件， 导致顶板
事故的经常发生。 近年来，公司在董事
长总经理孔福根、 党委书记王福全为
首的一班人带领下， 大力加强技术进
步和技术创新工作， 结合急倾斜煤层
的自身实际， 积极探索和推广新采煤

方法， 成功引进和推广了伪倾斜多边
型金属掩护支架采煤法， 取得了预期
效果。

一是万吨煤巷掘进率大幅下降，
仅 为 平 板 型 掩 护 式 支 架 采 煤 法 的
30%。 二是回采率普遍提高，新采煤法
的回采率达到 92%， 比平板型柔性掩
护支架提高了 4 个百分点。 三是工作
面单产及采煤工效大幅度提高，目前，
伪倾斜走向长壁掩护支架采煤方法月
产最高达到 9000 吨，回采直接工效达
到 6.4 吨/工， 分别为平板型柔性掩护
支架的 248%和 190%。 四是材料消耗
普遍降低， 新采煤法吨煤直接消耗成
本为 4.656 元，仅为平板型掩护式支架
采煤法的 36%。 五是基本消灭了木
支护。 六是解决了困扰谭家山矿区几
十年来的工作面通风问题， 实现了全
负压通风， 大大降低了瓦斯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 同时， 新采煤法是在矿用
“工”字钢的掩体下作业，支护强度高，
不易发生顶板冒落、翻架等事故，提高
了安全系数。2008 年以来，该公司未发
生重伤以上事故。

目前， 该公司新采煤方法工作面

已达到 13 个，并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及大力推广。

安全责任落实到位
多年来，该公司一直遵循“发展是

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抓安全
就是促发展， 重安全就是重民生”宗
旨，实行安全监管机构安监站驻矿制，
确立了驻矿安监站“全面监察、重点盯
守”的职能，进一步明晰了矿山救护队
“预防检查、突击查岗”的工作职责，和
矿安通科负责矿井安全监察日常事务
的安全监管模式。 各驻矿安监站按要
求配齐配足安监人员，按“三班倒”制
进行不定点查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一时不能整改到位的由驻矿安监站督
促整改到位， 重大隐患由驻矿安监站
报告公司安通部协调处理或由安通部
提请公司领导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
决。 该安全监管模式的有效实施，不仅
实现了安全生产的预期效果， 而且工
伤人数也有较大幅度降低，2010 年，该
公司所属三对矿井工伤人数同比分别
下降 26%、18%、20%。

创新技术 强化质标 落实责任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是国人最
为关注、最为敏感的热点问题。 为
确保人民群众饮食健康安全，近年
来，安乡县食安办在县委、县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始终把
食品安全监管放在一切工作的首
位， 在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行为、防
范食品安全事故、 严格市场准入、
强化日常监管、开展专项整治等方
面采取过硬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监
管效果，全县连续 9 年获全市食品
安全监管红旗单位，两次代表常德
市迎接全省食品安全工作检查，一
次代表湖南省迎接国家食品安全
工作检查。

今年 4 月以来， 副县长唐西英
带领县食安办与质监局、工商局、食
品药品监管局、商务局、农业局、畜
牧兽医水产局等科局围绕农产品种
养殖安全、食品生产加工安全、食品
流通、餐饮服务、学校食品安全等工
作，认真履职，强化监管，加大监督
检查与抽验整顿力度， 进一步明确
了职责，落实了责任。

领导重视，食品安全组织保障
有力。 该县 2002 年 7 月即成立了
食品放心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
室，把食品安全工作纳入了重要议
事日程， 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分
管副县长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 ，
2007 年更名为县食品安全委员
会，构筑起了强有力的食品安全组
织保障。

强化协作，食品安全监管职责
明确。 依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县
食安委认真按照分级管理、分段负
责的监管原则，划分了各职能部门
的监管职责，明确了县食安办总协
调， 食品生产经营者为第一责任
人，农业、畜牧部门负责食品源头
监管，质监部门负责生产加工环节
监管， 工商部门负责流通环节监
管， 药监部门负责消费环节监管，
商务部门负责生猪定点屠宰和酒
类环节监管。

严厉打击， 专项整治工作措
施得力。 2011 年， 该县食品安全

各职能部门在县食安办主任车德
军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下， 大力实
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 将日常监
管与重点整治有机结合， 针对食
品安全的薄弱环节， 突出了重点
安全专项整治。 食品种养殖环节：
广泛开展农业执法大检查， 出动
执法人员 163 余人次， 打击假冒
伪劣农资 1260 公斤，果蔬农残抽
样 1346 个 ，合格率 100%；蔬菜快
速抽样 5120 个，合格率 99.8%；按
5%的要求取样 “瘦肉精 ”进行检
验，检出率为 0。 食品生产环节 ：
一是加强分类监管； 二是引导食
品小作坊取得生产许可， 并与之
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 三是食品
巡回抽样执法检查， 责令不合格
者立即整改； 四是引导食品企业
集中生产。 今年，为了规范纯净水
的生产质量， 县质监局做了大量
工作，将 16 家纯净水厂全部集中
生产 ，统一检验 、统一管理 、统一
经营，保证了纯净水的卫生质量。
食品流通环节：一是立案查处。 今
年县工商局立案查处 13 起过期
食品案件， 查处 8 起监管人员违
纪案件；二是严格执法。 今年重点
开展了乳制品市场、瘦肉精、食盐
市场、地沟油、食品添加剂等专项
整治行动， 查处黑窝点食品小作
坊 2 家； 三是抽样检查。 查处 24
家经营门店；四是强化肉类、酒类
市场监管。 今年开展肉类、酒类市
场专项整治 23 次 ， 处理白板肉
500 多公斤 ， 立案两起 ， 办结率
100%。食品消费环节：一是召开了
“农村赈酒 ”工作现场会 ；二是建
立餐饮监管档案， 全县共有餐饮
经营店 1390 家，家家都有记录详
尽的原材料采购追溯公示牌 ；三
是开展了学校食品安全整治 ，目
前已检查学校 82 所，下达整改通
知书 3 份。 通过以上强有力的监
管整治，目前，该县已杜绝一切食
品安全责任事故， 受到社会一致
好评。

（杨振华 刘丁源 文雪花）

澧县澧东乡是该县少数民族聚居
最多的乡镇。 该乡团结村有回维群众
1230 多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 50%，是
全县 6 个少数民族村中少数民族人口
最多的村。

“民生乃民族和谐之本，民族和谐
是澧东乡最大的安全”，澧东乡党委书
记谭登山如是说，“近两年来， 在澧县

县委、 县政府以及上级各有关单位的
关怀支持下，澧东乡以团结村为重心，
推行政府主导、社会扶持、村民参与的
机制，从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安全团结
的角度出发， 精心打造民族团结进步
村，促进社会安全和谐，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该村成立了“清真寺民主管理
委员会”， 加强回维村民自律自治，每

年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开展“会赞”、“也
贴”等捐助活动。 近几年，全村没有发
生一起影响民族安全团结的治安事
故，更没有越级信访等行为，该村连续
被评为全县计划生育先进村， 安全生
产生产先进村， 常德市民族团结进步
行模范集体。

（刘丁源 喻志林）

文雪花 周正良 王泽亚

全力打造生产安全型企业

常德市安乡县：

食品安全监管
连续九年零事故

澧县澧东乡： 精心创造民族和谐安全氛围

安全生产三湘行 ·食品质量安全篇（五）

杨振华 喻志林 文雪花文/

安全生产三湘行 ·食品质量安全篇（六）

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有着深
深的切肤之痛，而食品企业也如同遇到
“紧箍咒”，企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对
此，盐津铺子食品有限公司表示，只有
力推全产业链建设，才能解开食品安全
“紧箍咒”。

开发万亩果蔬基地，
从源头实现质量监控
回顾近年来爆出的食品安全事件，

问题大多出在原材料上。 盐津铺子保证
产品质量的起点，就是建设原材料供应
基地，确保原材料供应充足。

“我们的产品口感好，像冰醋姜、桃
片、葡萄等系列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但原材料是一直是外地供给，难以百分
百保证不出问题”。 公司负责人告诉我
们， 为了确保让消费者吃得放心，2009
年公司在浏阳开发了生姜、金桔、杨梅、
梅子、芒果、李子等种植基地，面积超过
12000 亩。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 他们这样做，
就是要从源头基地建设抓起，推动全产
业链建设，实现所有生产环节的质量监
控。

一票否决制，
加大安全监管力度

“食品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责任
重于泰山。 只有生产出让消费者安心、
让政府宽心、让社会放心的食品，才能
让自身品牌立足于不败之地。

为此，公司经
常开展全面的质
量自查 、 自纠活
动，加大安全监管
力度。公司成立了
以总经理为组长
的食品安全管理
专项小组，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
形成自上而下的
食品安全监管体
系，全面提升公司
员工的食品安全
法律意识。

“公司实行一
票否决制的管理
制度。 ”据负责人介绍，凡是违反食品安
全管理规定的员工， 不论经营业绩大
小，一律立即撤职下岗。

不仅如此，公司还积极主动回应社
会的质疑。 2007 年，长沙市工商局公布
商品质量检测结果时，标称公司生产的
正宗口味姜因所含甜蜜素不合格。 问题
曝光后，公司立即通过调查生产记录得
知， 该批次产品因新员工操作失误所
致。 查清原因后，公司立即召回当天所
产批次问题产品，并全部予以销毁。

大力推进科企合作，
制定多项质量标准

著名食品安全专家陈君石认为，当
前食品行业生产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
统一的、操作性强的质量标准。 要保证

食品生产安全， 就要制定出系统的、定
性定量的质量标准，这是保证产品质量
的核心环节。

为推动产品质量标准化进程， 公司
不仅制定了严于国家标准的十几项休闲
食品质量内控标准， 还不断增加科技投
入，推进“科企合作”。 他们与湖南省农科
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湖南农业大学食
品科技学院确立以食品安全和科技创新
为核心的战略合作关系， 采用产学研结
合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研究与开发新型
食品安全技术和新型安全食品。 比如蜜
饯腌渍液的综合利用技术， 被列入了长
沙市科技计划项目予以支持。

不仅如此，盐津铺子系列产品被评
选为“湖南省名牌产品”，盐津铺子商标
荣获“中国驰名商标”，还取得了 2000 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体系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