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周鑫

要 闻2015年8月25日 星期二2

罗志华

8月18日 ， 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公布
《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
稿）》。 根据 《意见稿》， 网络食品经营者
须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证 。 据
了解 ， 由于法律法规没有要求 ， 目前通
过淘宝 、 微信等平台售卖食品的商家绝
大多数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
证。

多年前 ， 网上曾发起72小时网络生
存测试 ， 当时通过网络获得饮食饮水都
较为艰难 。 如今 ， “吃货们 ” 只要轻点
鼠标 ， 就能通过网购吃遍天下美食 ， 甚
至在几分钟之内叫来外卖 。 随着电商日
益发展 ， 将会有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网
络购置食品。

消费模式变了 ， 监管要跟上 。 传统
的食品销售 ， 有一套成熟而严密的监管
制度 。 开一家实体食品店 ， 不仅要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证 ， 而且从业人员要办理
健康证 、 定期体检 ， 监管部门也可随时
上门抽检食品 。 一旦出了质量问题或食

品安全事故 ， 问题食品的生产和流通可
以很快查清， 实体店则难逃追查。

相比传统食品销售 ， 网售食品的监
管还存在不少漏洞甚至盲区 ， 已越来越
不适应当前形势 。 首先 ， 没有明确规定
销售食品的网店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因此绝大多数网店没有办理 ， 其经营食
品的资质 、 能力和责任心无法确保 ， 食
品生产流程 、 进货渠道等也难以监管 。
如出现质量问题， 很难查证追责。 此外，
网络平台与经营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 食
品安全责任如何划分等 ， 都缺乏明确界
定， 导致平台方与经营者相互推卸责任、
推诿扯皮的现象屡见不鲜 ， 不利于各方
自觉维护食品安全 ， 更谈不上互相制约
和监督了。

网络食品销售是特色鲜明的新生事
物 ， 须针对性地出台监管措施 。 当前出
台 《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
意见稿 ）》 正当其时 ， 希望通过集思广
益 ， 能够尽快完善监管 ， 既确保网购食
品的便捷 ， 同时筑牢网售食品的安全堤
坝， 让 “吃货们” 网上扫货更舒心。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张承启）今天下午，全省爱国卫生
工作现场会暨启动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
动电视电话会议在益阳市召开，会议总结
和部署了全省爱国卫生工作，全面启动全
省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2015—2020
年）。 副省长、省爱卫会主任李友志，全国
爱卫办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讲话。

爱国卫生运动是一项惠及群众、 造福
社会的民生工程。 今年是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
意见》的第一年，湖南省政府结合当前形势
和实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

工作的意见》。 李友志强调，各地各部门要
准备把握这两个文件精神，找准重心，狠抓
落实， 着力破解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重
点难题，包括农村基础差、城镇管理难的突
出问题； 着力应对传统传染病威胁持续存
在、新发传染病不断发生的严峻形势；着力
纠正形式主义、形象工程的不良风气，真正
让老百姓共享“创卫”成果。

会议还对2012-2014年新命名的“国
家卫生城市”益阳市、郴州市、娄底市、永
州市进行了授牌。 益阳市、郴州市和望城
区、宁远县分别就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城
乡环境整洁行动进行了典型发言。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 （记者 李传新）
今天上午， 副省长李友志一行检查了益
阳市湘运汽车东站 （校车公司）、 纳爱斯
益阳有限公司， 听取了益阳市委、 市政
府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 李友志
指出，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党
和政府的基本职责， 各级政府和企业要
把安全生产作为工作底线守好。

益阳市今年以来， 以专项整治为突
破口，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治理， 起
到了明显效果， 今年1至7月没有发生重
大及以上事故。 益阳市在全省率先实施
安全生产台账管理， 狠抓安全生产责任

落实， 认真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五级五
覆盖” ;高度重视校车安全管理， 全市校
车安全管理已覆盖中小学76.8%， 覆盖幼
儿园70.3%。 在听取益阳市委、 市政府的
汇报后， 李友志指出， 当前要强化3个意
识： 一是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责任意识。
安全生产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得
有任何侥幸心理。 二是企业的主体责任
意识。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人，
汽车、 餐饮、 电梯、 锅炉、 燃气管道等一
定要彻底排查隐患， 绝不允许带病运行。
三是强加公众安全防范教育， 增强全社
会的安全意识。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孟强） 今天， 记
者从省统计局获悉， 7月份， 全省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87.88
亿元 ， 同比增长 11% 。 7月份 ，
“吃喝” 成为拉动我省消费的重要
动力。 全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

业法人单位中， 吃类商品实现零
售额46.60亿元， 同比增长21%。

“吃喝” 消费中， 粮油食品、
饮 料 、 烟 酒 类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1.4%、 25.6%、 16.4%， 增幅均
远远高于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幅。 餐饮消费也有所回暖， 7

月， 全省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
法人单位实现餐饮消费13.70亿
元， 同比增长3.1%， 其中， 正餐
增长8.3%。

汽车、 石油制品类商品消费
增速明显下降。 7月份， 全省限额
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中，

石油及制品类实现零售额 62.46
亿元 ， 同比下降 8.5%。 汽车类
实现零售额101.74亿元 ， 虽然同
比增长7.6%， 但比上年同期低
7个百分点。 销售额增速下滑
的还有穿着类商品 、 居住类商
品等。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宋超）今天，省统
计局发布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以
来， 乡村居民用电一直在快速增
长。 1至7月，城镇居民累计生活用

电量为92.56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
8.6%；而乡村居民累计生活用电量
为 100.6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33.9%。

7月份， 我省全社会用电量

128.88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3.3%，
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出现快速
增 长 ， 同 比 增 长 18.4%。 7月
份 ， 第一产业用电 1.78亿千瓦
时， 同比下降16.9%； 第二产业用

电 81.28亿 千 瓦 时 ， 同 比 下 降
11.2%， 其中， 工业用电 79.64亿
千瓦时， 同比下降 11.6% ； 第
三产业用电19.49亿千瓦时， 同比
增长12.9%。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王先茹 许海凤

齐由来， 我国近现代绘画大
师、人民艺术家齐白石之孙。 其父
齐子如是齐白石三子，工笔草虫堪
称一绝，父子搭档一度传为画坛佳
话。 齐由来深受家庭环境熏陶，几
十年如一日潜心钻研绘画，终成名
家。 他始终牢记着祖父对他的教
诲，并以身作则，教导自己的子孙
将良好家风不断传承下去。

8月12日，记者采访了住在湘
潭的齐由来，听他讲述自己与祖父
齐白石之间的故事。

“不教一日闲过”
齐由来今年81岁， 面容谦和，

精神矍铄。
“我见过我的

祖父3次， 分别在
1953 年 、1955 年
和1957年。 ”作为

“齐派”后人，齐由
来的艺术创作深
受祖父齐白石的
影响。

“1953年 ,我
19岁时去见爷爷，
爷爷送我两幅画，

叮嘱我好好学画画。 1955年,第2次
见到爷爷，他告诉我要学会观察生
活，而不是一味地模仿。 1957年,第
3次见到爷爷时，他握着我的手，教
我怎样运笔、运墨，鼓励我用心学
画。 ”齐由来说。

齐由来将祖父的教诲铭记在
心里，不断努力钻研，博采多家画
派精髓，形成了自己清新明丽的画
风。

“不教一日闲过”是齐白石广
为众人称道的一句名言，齐由来便
是这句话的践行者。

齐由来的女儿齐晓清告诉记
者：“我曾祖父曾说‘学我者生，似
我者死’来鼓励创新，所以我爸爸
学习特别刻苦，60多岁时还坚持
早上5点起床画画， 一画就是一整
天，每天要画七八张。 现在他年纪
大了手会抖，可一拿起画笔，手立
刻变得很平稳，我们都感到不可思
议。 ”

继承齐家门风，齐晓清也成了
优秀青年画家。 如今，她在湖南科
技大学读书的儿子齐袁也在努力
学习艺术。

“我从小就开始学写字绘画。
爸爸妈妈并没有刻意培养我绘画，
但我越学越感到艺术博大精深。今
后我还想去中央美院深造，为齐派

艺术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 ”齐袁
说。

“由来天下传”
齐家客厅的背面墙壁上悬挂

着齐由来的画作《御猫显威》，正面
墙壁中间则挂着齐白石的巨幅照
片。 照片中老人的目光里满是深
情，仿佛正在欣赏对面墙上孙子的
画作。

“曾祖父特别关心家人，他对
子孙一直满怀殷切希望，我爸爸的
名字便取自‘由来天下传’之意。 ”
齐晓清说。

“我第一次去北京见祖父，
午饭只有一碗面条和一个鸡蛋。
我那时候在长身体， 他怕我没吃
饱， 还给我5元钱， 叫我去街上买
吃的。 那个时候， 5元钱可不是一
个小数目。” 说起祖父， 齐由来很
激动。

在齐由来的记忆里，爷爷虽然
住在北京，却一直对家乡的亲人念
念不忘。 齐由来每次去探望时，齐
白石都会询问家乡近况，关爱之情
溢于言表。

“我最后一次去看爷爷， 临
走时他很舍不得， 虽然行动不便，
但还送了我一段路， 勉励我好好
学习。 我看到他目送我离开， 看

了我很久都没有往回走， 当时我
心里特别感动。” 齐由来的眼角有
些湿润。

“欲立艺者，先立人”
对齐家人来说，齐白石的影响

不仅仅在艺术上的高深造诣和治
学精神，还体现在做人上。 齐家人
也铭记着齐白石的教诲：“欲立艺
者，先立人。 ”

齐白石是个很有气节的人。他
平生最恨日本人，誓死不为鬼子作
画。“鬼子要曾祖父画荷花，曾祖父
就写了个告示， 说自己3天前已经
死了。鬼子发现是假消息后再来索
画， 曾祖父就画了3只螃蟹， 写上

‘看你横行到几时’。 ”齐晓清的话
里满是骄傲。

齐白石还时常教育儿孙，要尊
老爱幼、乐于助人、艰苦朴素。他的
每一句话，齐由来都记在心里。 吃
饭时他从不浪费一粒米，一件朴素
的衣服要穿好几年。

齐晓清说：“我爸爸对自己很
节俭，对有困难的人却很大方。 他
不仅自己这样做，也教育我们这样
做。 他每年都参与慈善事业，听说
家乡的敬老院老人生活困难，看到
电视上有救助贫困学生的活动，他
都毫不犹豫地捐款。 ”

丹青难写是精神
———齐白石嫡孙齐由来谈“齐氏家风”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记者 唐爱平 通
讯员 张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8
研究所(简称“中电48所”)今天传出消息，
中国埃及将共建可再生能源国家联合实
验室。“中国-埃及可再生能源国家联合实
验室” 筹备签约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项
目具体将由中电48所牵头实施。

共建联合国家实验室， 是落实国家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埃及拥
有强光照、高风速和丰富的生物质能蕴藏
量等发展新能源的优越自然条件，我国在
太阳能、生物质能领域具有良好的技术和
产业发展优势。

据悉， 组建中埃可再生能源联合实验
室，中方由在新能源领域具有雄厚科研实力
的中电48研究所牵头，天津大学、中国国电

集团公司共同参与建设；联合实验室的埃方
主体为埃及科研技术院。中埃政府各自出资
启动实验室建设。实验室一期建设重点在太
阳能光伏方面，配套建设的还有相关示范场
的建设项目。作为国家光伏产业联盟发起单
位，中电48所设有“国家光伏装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是我国唯一进入全球光伏装备
前十强的科研生产型企业。

此次签约后，联合实验室将以48所光
伏制造设备工艺技术为依托，重点突破高
效低成本电池/组件制备自动化技术、大型
光伏电站效能优化及并网技术，埃及建设
太阳能光伏工程体系，培养可再生能源领
域科研技术人员，缓解能源短缺问题。 同
时，也为我国太阳能光伏产能及工程技术
走出国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条件。

网售食品该严管了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 （记者 唐婷）省
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工委中心组今天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第二次专题学习研
讨。 省委常委、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张文雄出席学习研讨会，强调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五个必须”的要求，在
守纪律、讲规矩上，检身正己、正风肃纪，
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做到心中有党要
爱党，心中有民要为民，心中有责要尽责，
心中有戒要守戒。

学习研讨中，工委中心组成员集中观
看了系列腐败案件警示教育片，围绕“严
以律己，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的主题，联系

思想、工作、作风实际，进行了深入思考、
深度剖析。 大家一致表示，要把严守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重中之重，切实
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张文雄指出，我们党的性质、党肩负
的历史重任和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决定了党员干部必
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党员干部第一身份
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任何
时候都要与党同心同德。 要深刻认识违反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严重性，深入
剖析反面典型和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思
想根源，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做到
对党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

张文雄出席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中心组专题学习
研讨会时强调

在守纪律、讲规矩上要检身正己、正风肃纪

头7月乡村居民用电增3成多

湖 南 日 报 西 安 8月 24日 电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符谦 ） 今天
上午， 作为湖南党外代表人士暑
期谈心活动的序曲， 湘陕两省统
一战线工作座谈会在西安召开。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
部长李微微，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陈强出席。

会上， 双方介绍了各自省情
和统战工作情况， 并围绕各民主
党派、 工商联自身建设、 参政议
政、 建言献策及省委统战部机关

建设等情况交流座谈。
“陕西统战工作传承发扬延

安光荣传统， 紧紧围绕国家和
省委 、 省政府战略布局谋划推
进， 充分利用独特资源搭建平
台， 不断创新， 很多工作在全国
推广。” 李微微指出， 陕西在推进

党外代表人士参加重要内外事活
动、 开展党外人士培训长期班、
规范民主党派工作双月座谈会
等制度上成效显著 ， 希望借鉴
陕西经验 ， 推动湖南统战工作
新发展。

陈强表示， 湖南统战工作特

色鲜明， 充满活力， 在全国有很
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党委出
题、 党派调研、 政府采纳、 部门
落实” 调研模式、 暑期谈心制度、
同心工程， 为陕西提供了很好借
鉴。 希望两省加强交流合作， 同
心携手， 共同谱写统战工作新篇
章。

杨维刚、赖明勇、谢勇、张大方
等各民主党派省委主委、 副主委、
省工商联党外驻会副主席、无党派
代表人士出席。

湘约三秦共话发展
湘陕两省统一战线召开工作座谈会

全省爱国卫生工作现场会召开

益阳等4个“国家卫生城市”获授牌

把安全生产作为工作底线守好
李友志听取益阳市安全生产汇报

中埃共建“可再生能源国家联合实验室”
由中电48所牵头实施

7月湖南人“胃口大开”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千亿

湖南日报8月24日
讯 （记者 秦慧英 ） 周
一的股市给了股民们当
头一棒， A股两市暴跌，
超2000只个股跌停， 沪
指遭遇8年来最大单日
跌幅。 截止收盘， 当日
上证指数下跌 8.49% ，
深证成指下跌 7.83% ，
创业板指下跌8.08%。

周末“降准” 预期
落空， 加上上周全球股
市惨遭血洗， 虽然有养
老金入市的利好， 但市
场并不领情， 指数大幅
杀跌造成恐慌情绪蔓
延， 资金大幅出逃。 据
同花顺超级BBD数据显

示， 沪市流出311.20亿
元， 创业板流出66.08亿
元。

湘股表现也难逃大
势， 除旗滨集团“万绿
丛中一点红” 涨停外，
其余交易股票近乎全线
跌停。

如此“股市大戏 ”
面前， 普通投资者该如
何应对？ 财富证券首席
分析师赵欢认为， 当前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且
周边各国股市亦屡创年
内新低， 当前市场宜减
仓或空仓观望为主， 即
便出现反弹， 也应谨慎
对待。

荩8月24日，方正证券长沙留芳岭营业部，一位市
民孤零零地看着满屏绿色的股票走势图。 当天，沪深
两市大幅低开 ，截止收盘 ，沪指跌8.49%，报3209.91
点，创8年最大单日跌幅，两市逾2000只股票跌停。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沪指遭遇8年
最大单日跌幅
2000多只个股跌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