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9日讯 （实习记者 于振宇） 今天， 2013年
“三湘农产品质量安全行” 活动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常德召
开。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明华、 副省长张硕辅出席。

今年以来， 省畜牧水产局选择长沙市望城区等16县市
区开展养殖业标准化试点县建设， 重点支持4000个畜禽
规模养殖场， 力争全省生猪规模养殖比重提高到70%； 重
点支持20万亩精养鱼池标准化生态改造， 新建40个水产
健康养殖示范场、 50个省级休闲渔业示范点。 同时， 加
大了对畜禽水产品非法添加物的检查和治理力度。

据了解， 今年下半年， 我省将选择条件较好的浏阳市
等24个县 （市、 区）， 开展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
县建设， 力争实现规模养殖户100%建立养殖生产档案、
养殖业投入品生产经营单位100%建立生产经营档案、 兽
药经营100%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畜禽水产品抽检合格率
达到98%以上。

徐明华、 张硕辅在讲话中强调， 要加快畜禽水产品标
准化建设， 特别是加快无公害产品、 绿色产品、 有机农产
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认证制度； 加大行政执法监督， 重
点建立完善乡镇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农产品质量检测制度，
推进农产品准出和检测标准化； 切实抓好责任落实， 特别
是要建立考核制度， 将责任落实到单位、 个人。

3000湘菜餐饮企业
“挺进”上海滩

华东区首届湘菜商贸交流活动在沪举行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乔伊蕾） 7月8日， 由湖南省湘

菜产业促进会主办的“湖湘食材供天下” 华东区首届湘菜
商贸交流活动在上海举行。 来自湖南30多家品牌湘菜食
材加工与调味品企业集中展示了今年的新品与热销产品，
来自华东地区的50多家品牌餐饮机构代表与60多家品牌
食材调味料经销商参加了本次商贸交流活动。 省政协副主
席王晓琴出席。

据悉， 近3年来， 仅上海地区注册在案的湘菜餐饮企
业就有3000多家， 其中具备一定品牌和影响力的湘菜餐
饮企业有1000多家。 湘菜产业在以上海为核心的华东地
区迅猛发展， 且保持着稳定的上升势头， 特色湘菜食材与
调味品在华东地区的整体销售额突破2个亿， 且广泛运用
于其他菜系的菜品烹饪领域， 其多元化的产品种类与开放
性的融合口感， 让湖湘食材成为了华东地区美食爱好者的
用餐首选。 湖湘特色食材里， 仅剁辣椒一个种类的产品销
售价格就达上千万元， 湘西腊味、 泡腌菜、 笋制品等产品
也深受华东地区市场的欢迎。

王晓琴说， 振兴食品工业， 壮大湘菜产业， 有利于促
进就业、 改善民生、 扩大内需， 对推动湖南富民强省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希望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通
过舌尖了解湖南美食的魅力， 认同湘菜产业的影响。

———投资湖南财富洼地·激情相拥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陈淦璋 刘
勇） 20年前在长沙市中山路开出“罗
莎蛋糕” 第一家门店， 现已发展为拥
有15家分公司和近300家连锁专卖店
的餐饮巨头， 普罗集团堪称在湘高速
成长台资企业的典范。 7月8日， 记者
从普罗集团获悉， 该集团正积极谋划
在台湾地区公开上市， 借资本力量加
速发展。

普罗集团董事长郑聪俊是最早来湘
投资的台商之一。1992年在广州投资未
果的郑聪俊， 看好湖南的区位优势和优
惠政策， 来长沙成立了国龙易拉罐饮料

厂。1993年， 已对长沙市场有较深了解
的郑聪俊， 又选定烘焙糕点作为深入发
展的“支点”，创立“罗莎”品牌，改变传统
糕点多油肥腻的口味， 率先推出植物性
鲜奶油蛋糕和独特配方的月饼， 抢占市
场先机。

着力稳扎稳打，“罗莎” 把业务从
长沙扩展到全国各地。 1997年， 郑聪
俊整合旗下资源， 成立普罗集团， 罗
莎蛋糕、 台北豆浆、 土地开发运营三
大事业主体日渐成型。 目前， 湖南地
区的业务占据了全集团业务的半壁江
山。 其湖南地区负责人汤渝华已在

“罗莎” 工作17年， 她告诉记者， 各级
政府积极为台商发展创造优良环境，
长沙市主要领导曾专门就公司工厂的
建设协调问题召开现场办公会。 现在，
全集团的四大主要中央工厂， 3家布局
在长沙市。

省台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湘台
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规模不断增长，
现已有2000余家。 其中， 省会长沙注
册台资企业多达630余家， 总投资达
42.6亿美元， 已经落户的旺旺、 介面
光电、 统一集团、 镁镁科技等企业今
年均将新建项目或实施增资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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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李伟锋） 省安
委办今天向媒体通报， 6月底至7月上旬，
省安委会组织5个工作组， 不发通知、 不
打招呼、 不听汇报、 直插现场， 对全省
部分地方安全生产情况进行了暗访督查。
共检查113家企业， 涉及烟花爆竹、 危险
化学品、 非煤矿山、 煤矿等高危行业领
域， 共查出安全隐患405项。

省安委办介绍， 工作组暗访发现的
安全隐患， 集中体现在非法违法生产、
安全设施设备老化腐蚀、 从业人员安全
意识淡薄、 安全自救设备不齐全、 无证
上岗等。 对这些安全隐患， 暗访督查组
已当场责令相关单位进行停产整顿。 其

中， 重大安全隐患， 实施挂牌督办； 整
改无望的隐患， 要求当地政府对相关企
业采取关闭、 退出措施。

从暗访情况看， 烟花爆竹领域， 普
遍存在非法生产、 违规销售、 从业人员
安全意识淡薄等突出问题。 其中， 宜章
县众兴花炮厂、 宜章县楚国引线厂、 宜
章县友善引线厂、 永兴县金辉烟花爆竹
厂、 浏阳市文家市镇玩具烟花出口厂、
浏阳市文家市镇标准烟花制作厂、 浏阳
市大瑶镇红星烟花厂、 临澧县停弦山洲
花炮厂8家企业被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宜章县汇龙爆竹厂、 宜章县鸿顺引线厂、
临湘市祥和花炮厂、 醴陵市蓝星花炮厂、

醴陵市环球花炮厂、 辰溪县烟花爆竹厂
等企业被责令停产整改。

危险化学品领域， 临湘市比德生化
科技有限公司、 云溪区中岭化工有限公
司、 浏阳市阳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乡
县向阳铝银粉厂、 洪江区恒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辰溪县新宏大钒业公司等企
业， 现场管理混乱、 安全监控成摆设，
工作组责令其停产整顿或提请当地政府
关闭。

非煤矿山领域， 汝城县茶山脚钨
矿、 小恒钨矿区， 北湖区毛家垅铅锌
矿、 鲁塘石墨矿区， 衡东县金龙矿业
有限公司矿区， 衡阳市长乐矿业有限

公司关市铅锌矿， 衡阳县井头镇明星石
材厂、 福强花岗石厂、 俊杰石材有限公
司采石场等， 因采矿秩序混乱、 非法违
法生产严重等， 被要求限期整改。

煤矿领域， 辰溪县迎客坳煤矿、 杉
木溪煤矿， 湘潭县长岭煤矿， 石门县金
瑞泰煤矿等， 均因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
安全避险系统不完善等， 被责令停产整
顿。

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 直插现场

暗访查出405项安全隐患
省安委办责令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的一批企业停产整改

征兵工作全面铺开
省军区领导分赴各地检查指导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仁 隆溢新
蒋虎韬） “参军入伍， 报效国家！” 今天上午， 我省2013
年夏秋适龄青年集中征兵报名工作在14个市 （州） 同时铺
开， 各市 （州） 适龄青年纷纷到报名点报名、 咨询。 省军
区领导李有新、 戴焕、 万建华、 陈长寿分别赶赴常德、 娄
底、 长沙、 株洲等地， 检查指导各地征兵工作情况。

在各市州活动现场， 当地征兵办采取张贴横幅标语、
发放政策传单、 组织政策宣讲、 开展文艺演出、 刊登宣传
广告等方式， 广泛宣传今年我省征兵工作， 并组织应征青
年现场进行网上报名和体检政审初审。

上午8时30分， 长沙市芙蓉区人武部热闹非凡， 征兵
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处处是成群结队的应征青年。 简单的
动员后， 青年们便迫不及待地在展板上签名、 报名。 在衡
东县滨江广场报名点， 来自县第一中学的高三应届毕业生
李基民一大早就赶来等候报名。 在征兵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 他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顺利完成报名。 他对记
者说： “如果我有幸能成为一名军人， 一定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 担起保家卫国重任。”

与往年相比， 今年征兵时间由冬季调整为夏秋季， 即
从7月份开始筹划准备报名， 8月1日开始组织体检政审，
9月5日起运新兵， 9月30日征兵结束。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罗
家欢 唐龙海）省人民检察院今天在长沙召
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查办和预防影响经济
发展环境职务犯罪案件的有关情况。

今年1至5月， 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职
务犯罪案件539件715人， 其中贪污贿赂案
件395件514人、渎职侵权案件144件201人，
立案数比去年同期上升39.54%。 在查办的
职务犯罪案件中， 查处行政执法机关工作
人员186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30人、司法
工作人员5人、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145人。

今年职务犯罪的查办和预防工作呈现
出4大特点：

一是重点查处发生在经济领域贪污贿
赂犯罪案件。 今年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贪污
贿赂犯罪案件214件248人；查处土地出让、
产权交易、医药购销、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商
业贿赂犯罪案件193件216人。 如省检察院
查办的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某，
副厅长邹某、李某等人贪污贿赂大要案。

二是加大查处发生在重点领域中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力度， 仅查
处税费征管领域、食品卫生领域、农资产品
生产销售监管失职等市场经济监管领域渎
职犯罪案件就有19件25人。如桃源县陬市
镇雪松精炼油厂在无证无照情况下大量生
产地沟油， 常德市检察机关对负有直接责
任的桃源县质监局龙某、 陬市镇质监所冯
某某、陬市镇工商所舒某某3名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以涉嫌渎职犯罪立案侦查。

三是严肃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群众
反映强烈的腐败案件。查办发生在群众身
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182件235人。 如娄底市检察院在家电下
乡领域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8件10人，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四是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如
娄底市检察机关针对查办的涟源钢铁集团
公司谢某等14人特大受贿系列案件开展个
案预防， 向涟钢集团提出健全科学高效的
招投标管理体制、 加大企业内外部环境整
治力度等5条检察建议，被涟钢全部采纳并
对照整改。

普罗集团20年长成餐饮巨头
在湘台资企业逾2000家

7月8日， 长沙罗莎食品有限公司， 糕点师在精心制作生日蛋糕。 该公司引进台湾的先进技术和服务理念， 带动了我省
糕点市场发展。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今年重点支持4000个
畜禽规模养殖场

力争生猪规模养殖比重提高到70%

◎责任编辑 谭云东 版式编辑 刘岳◎

7月9日， 永顺县适龄青年在报名参加今年夏秋季征
兵。 向水生 罗寿冈 摄影报道

前5月查处职务
犯罪案件539件
立案数比去年同期上升39.54%

（紧接1版①） 推广重金属污染治理、
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等十大清洁低碳
技术， 全省规划项目800多个、 投资达
到800多亿元。 建立健全监管体系， 形
成倒逼机制。 制定出台59个两型标准
和23个节能减排标准； 搭建了全国首
个综合性节能减排监管平台和“数字
环保” 系统。

率先在国内为两型社会建设进行
地方立法。 长株潭区域规划条例、 湘

江保护条例、 长株潭生态绿心保护条
例等20多部法规规章的颁布实施， 将
局部试验经验提升到法规制度建设的
高度。

两型社会建设提升了湖南整体发
展水平， 从2008年起湖南连续五年经
济总量位居全国十强。 工业在做大中
做强做优，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 达到了
10976亿元， 增加值占规模工业的比重

达38.7%， 加快摆脱对重化工业、 资源
粗加工业的依赖， 全省经济发展的路
径越来越宽。

两型社会建设也悄悄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方式。 在城市， 洗过蔬菜的水
用来浇花， 购物自备环保袋， 下馆子
打包剩余饭菜……在农村， 洗澡用太
阳能热水器， 做饭用沼气， 安装节能
灯， 垃圾分类放……两型生活、 绿色
消费在湖湘大地渐成时尚。

（紧接1版②） 目前， 长株潭三市已投
入运营混合动力出租车6580辆， 混合
动力公交车2061辆， 天然气公交车
809辆。 根据 《城市公共客运行业清洁
能源、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实施方
案 （2012-2015）》， 积极推行机动车
尾气排放达标检测， 强制报废长株潭
城市公共客运行业未达标的燃油动力

车， 推进长株潭三市城区的公交车、
出租车全面实现清洁、 新能源化。 常
德市的快速公交一期线路去年底开通，
成为我省第一个启用快速公交系统的
城市。 如今， 长沙的快速公交线建设
也开始提上日程， 公交优先、 绿色出
行逐步从“纸上” 落实到“路上”。

绿色出行， 催生出预期之外的经

济效益。 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株
洲模式” 在全国走红， 几十个城市前
来“取经”， 并带来了5亿大单， 有的
直接采购株洲健宁公司生产的公共自
行车， 有的还附加“购买” “株洲模
式” 的售后和管理服务。 与此同时，
“南车时代电动” 生产的新能源公交客
车正在加速“开向” 全国。

（上接1版③）
除了班主任隐瞒学生“包办”志愿外，还有一些职业学

院和所谓的办学机构， 连考生考多少分都不知道， 逮到姓
名、地址就送上一份“录取通知书”，导致“录取通知书”比街
头的商业传单还要滥。

高考志愿填报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现象，已经成为招
生公害，学生不能忍，家长不能忍，社会不能忍，谁都不能忍！

我省重点查处
八类职务犯罪案件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张斌）记者今天
从省检察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围
绕省委、 省政府关于优化机关效能和经济
发展环境的各项重大部署， 省检察院近日
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查办和预防职务犯
罪职能， 优化我省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见》，
明确突出8类案件作为职务犯罪查处重点。

这8类案件包括：严肃查处利用组织人
事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收受贿赂，
不作为、乱作为，破坏依法行政，损害发展
环境， 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职务犯罪案件， 特别是发生在领导机关和
领导干部中的职务犯罪案件； 严肃查处重
点工程建设、专项资金管理、项目审批、证
照审验、征地拆迁、工商管理、税费征管、贷
款发放、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抢险救灾等
领域的职务犯罪； 严肃查处市场经济秩序
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放纵制假售假、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 非法经营等严
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职务犯罪； 严肃查
处对企业安全生产负有监督职责的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渎职失职、 收受贿赂致使发生
重特大生产责任事故的职务犯罪； 严肃查
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索贿受
贿、徇私枉法、枉法裁判以及利用司法权插
手经济纠纷， 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职务
犯罪； 严肃查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强
制推销产品、干预物资采购、工程招投标等
插手企业经济活动以及向企业“吃拿卡要
报”、强拉赞助等贪污贿赂、渎职失职犯罪；
严肃查处企业举报的职务犯罪和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对企业经营者非
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
侵犯人身权利犯罪； 认真积极查处上级领
导机关和党委、人大、政府交办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