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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获得食品经营许可是食品经营单位合法
经营的前提条件。 但记者6月13日至16日随省
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组在长沙、株洲两地暗访时却发现，抽查的小
餐饮店、小食杂店多存在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
证的问题。

湖 南 农 大 周 边 无 证 经 营 的
小餐饮店多达百余家

检查组在位于长沙的湖南农业大学附近
暗访时，发现学校周边的安置小区，布满了各
类小餐饮店，约400家，且生意较好，就餐人员
多为附近学校学生。这些小餐饮店多为经营业
主租借一楼住宅房或杂物间开设，但条件普遍
简陋。由于场地狭小，因此店内无功能分区，食
材存放、餐饮制作、就餐同在一室，不符合食品
经营相关规定。检查组随机抽选了四五家小餐
饮店， 要求经营业主出示食品经营许可证，却
均被告知没有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手续。而据检
查组调查，附近约400家小餐饮店，未办理食
品经营许可证的多达百余家。

在株洲，检查组对部分小餐饮店、小食杂
店暗访时，也发现了类似问题。位于荷塘区的
中南蔬菜农副产品批发大市场是当地最大的
一家蔬菜批发市场， 其中有30多家小食杂店，
主要经营食品调料等各类副食品。但检查组抽
查发现，这些小食杂店多数存在未办理食品经
营许可证的情况。 在一家小食杂店检查时，检
查组发现该店虽挂有食品流通许可证（新修订
的食品安全法实施后统一为食品经营许可
证），但去年4月便已到期，并且许可证还是该

店此前在另外一个市场经营时所办，店面搬到
中南市场后便一直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手续。
此外，该店所卖的调料品中，有的已过保质期。

经营条件不符要求 、 经营户
法律意识不强等是主因

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便意味着无证经
营、违法经营，可为什么这些小餐饮店、小食杂
店普遍存在无证经营的情况呢？记者通过采访
认为，主要有4个方面的原因。

经营条件达不到许可要求。如湖南农业大
学周边的小餐饮店，因租用的多为住宅用房或
杂物间，而非商业用房，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不能用于生产经营，无法获得工商部门的营业
执照。无市场主体资格，加上许多小餐饮店功
能分区、卫生等条件不达标，食药监部门自然
也不会为其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经营户相关法律意识不强。在株洲中南蔬
菜农副产品批发大市场内一家销售干货调料
的小食杂店，店主告诉记者，他也知道要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证方可经营，但由于办证需准备
大量材料，还要通过网上申报，觉得比较麻烦，
认为只要保证自己所卖货品无质量问题，没有
办证应该问题不大。

监管力量不足。监管人员少、监管范围大、
监管对象多， 是基层监管机构普遍反映强烈的
问题。 据负责中南蔬菜农副产品批发大市场食
品监管的当地食药监所负责人介绍，该所仅5名
工作人员，但除了需负责中南市场1000多户商
户的监督管理外， 还要对周边街道的数百户相
关商户进行监管，管理上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此外，考虑到社会稳定因素，监管部门对
一些无证经营的处理难以到位。如湖南农业大

学周边的百余家无证经营户， 一旦处理不妥，
易引发矛盾纠纷。

管理与服务并重 ， 坚持严格
执法 、主动服务

小餐饮店、小食杂店无证经营问题如不解
决，将对法律权威和市场秩序造成影响。如何
解决这一问题，检查组通过此次检查，并听取
各方的意见建议后，建议从政策层面以及监管
力量等方面着力解决。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暗访组负责人
建议，监管部门应管理与服务并重。一方面加
强监管，严格执法，对于无证经营行为及时依
法处理；一方面靠前服务，大力宣传相关法律
法规，指导办证相关流程，简化相关手续，使经
营户树立依法经营意识， 及时办理好相关许
可。

同时，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推进工作重心
向一线下移、力量配置向基层倾斜。此外，畅通
和完善举报渠道，发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监管
工作，让违法经营行为无处藏身。

根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对于无证经
营单位的处罚至少是5万元。 可对于一些小
本经营的小餐饮店、小食杂店而言，小餐饮
店、小食杂店往往是一些家庭的唯一谋生手
段，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罚金，以致监管部
门的处理难以到位，影响了执法权威。暗访
组负责人建议，应尽快修正《湖南省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进一
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严
格执法的同时，也应主动服务，政府及其相
关部门要妥善做好相关工作，为经营户合法
经营创造条件。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罗兰 吴敏）6月15日， 全国政协教科
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检察官文联主
席张耕一行来到我省株洲市检察院调研检
察文化建设工作情况。

张耕一行参观株洲市检察院的法治文
化广场、 金剑展馆等检察文化建设成果之
后，对该院结合自身实际开展有特色、接地
气的检察文化建设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
株洲检察较好地把握了检察文化建设的重
点， 将检察文化建设与检察队伍建设紧密
结合，开展多种文化活动，鼓励全员参与，
形成浓厚的文化教育氛围， 并把检察文化
内涵融入到检察工作之中， 让每一个检察
干警在检察文化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感知、
熟悉检察文化，从而提升素质，推动工作发

展，形成了具有地区特色、人文特色的检察
文化体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据了解，在株洲市检察机关中，先后有
醴陵市检察院被评为全国检察文化建设示
范院，株洲市检察院、石峰区检察院获评湖
南省检察文化建设示范院等。 在株洲市检
察院开展的主题读书活动、主题演讲比赛、
诗歌朗诵会、 趣味运动会等丰富多彩的文
化体育活动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先
后有检察干警原创的130余首（篇、 幅）书
画、诗词作品在全国、省、市获奖，在各类媒
体发表优秀检察文化作品400余篇（幅）。
2015年， 株洲市检察院被湖南省政法系统
书画诗词研究会评为“文化艺术之星”，还
被湖南省诗词协会评为全省诗教工作先进
单位。

张耕来湘调研检察文化建设工作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徐小平 ）6月15日，怀化市委中心组
（扩大） 举行2016年度第四次集中学习，
省委常委、 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作了国
防教育专题辅导报告。黄跃进强调，要正
确认识富国强军的关系， 统筹经济建设
和国防建设。

黄跃进以全局眼光、 全球化视野与大
量事实资料，深刻阐述了安全与发展、富国
与强军的辩证统一关系， 强调国防建设绝
不是纯消耗性的，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
合得好，不仅产生军事效益，还会带来巨大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黄跃进指出，随着新的科技革命、产业
变革、军事革命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力、国
际竞争力、军队战斗力的关联越来越紧，国
防经济与社会经济、 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
的融合度更深。 坚持军民融合发展已成为
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 也是我国实现安全
与发展、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必然选择。怀
化要立足军民融合深化改革发展， 科学制
定融合发展规划计划， 建立健全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加快推进融合发展法治建设，重
点在力量体系、基础建设、新兴领域、文化
资源、平安社会等方面深度融合，坚定不移
推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刘文韬）6
月15日至16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韩永文率省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一
法一条例” 执法检查组第一组在株洲开展
执法检查。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宪法参
加检查。

检查组先后来到株洲市二中、 天元区泰
山路食药监所、 盛世芙蓉河西店、 唐人神集
团，以及醴陵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仙岳
山街道食药监管站、老百姓饭馆、人人乐都汇
城购物广场，了解食品安全法、湖南省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实施情
况。 期间， 检查组对部分食品加工和餐饮单
位、蔬菜副食品批发市场进行了暗访抽查。

检查组认为， 株洲市认真贯彻落实食
品安全“一法一条例”，机构改革及时到位，
保障能力明显增强，综合治理成效明显，制
度体系不断完善，整体效果良好。但同时也
存在“一法一条例” 宣传培训力度还需加

强、监管力量不足、基层食品安全监管效能
有待提升，以及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仍
存在食品安全风险和隐患等问题。

韩永文强调，要强化政府守土责任，进
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调整， 充实基层监管力
量，督促县级监管机构全面履职，推动组建
乡镇（街道）监管机构和村（社区）协管员队
伍，打通监管执法“最后一公里”。要强化部
门监管责任，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建立健全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依法惩处食品安全违
法违规行为，建立完善依法治理、查处、打
击、追究的法规制度体系。要强化企业主体
责任， 建立生产经营者首负责任制和质量
安全责任追究制度，一旦发现问题，要在经
济上重罚、法律上严惩。要强化社会共治责
任，推动形成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
织、媒体、公民“六位一体”的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格局。要进一步强化人大监督职责，保
障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在全省有效实施。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于振宇）6月
15日至16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友志率
检查组在娄底市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和《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
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双峰县洪山殿镇食
药监所、佳旺超市、洪山太平学校，以及娄底
市区的娄底新卫校周边食品门店、秀石街花
山食药监所、思雅幼儿园等地。还召开座谈
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并对部分超市、农贸
市场和餐饮单位暗访抽查。

从检查情况来看，2015年以来， 全市例
行蔬菜检测合格率达99.2%， 在全省排在第
一；全市畜牧水产品检测合格率达100%，食
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全市没有出现一

起食品重大安全事故。检查中也发现，食品
安全执法监管基层工作经费和执法、检测设
备还有待加强， 农村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
观， 部分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未落实、
经营行为不规范，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过期
食品及原料现象仍然存在。

检查组建议， 要加强学法守法普法活
动，夯实食品安全执法基础；要强化基层食
品安全执法监管，尤其是农村食品安全执法
监管，充实基层执法力量，重点解决基层执
法装备和快检设备问题；要推进食品安全信
用体系建设，健全企业信用档案和信用等级
评定。 加强食品安全检测检验能力建设，尤
其是要尽快把基层检测点建设起来, 推动食
品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谢胜虎 于思洋）今天，全省大部分地
区天气放晴。 省防指今天召开防汛会商会
时强调，此轮强降雨过程虽然暂告结束，但
全省防汛抗灾没有间歇期， 各级各部门务
必继续保持临战状态， 坚决打赢防汛抗灾
攻坚战。

6月14日8时至16日8时， 我省发生一次
强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降雨45毫米，降雨50
毫米以上笼罩面积约8.5万平方公里，其中降
雨100毫米以上笼罩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

副省长、省防指指挥长戴道晋指出，进
入主汛期后，我省降雨持续偏多。各级各部

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形势， 强化工作措
施， 明确责任分工， 切实做好防汛抗灾工
作。他强调，要打好防御战，突出抓好山洪
地质灾害防御、水库防守、尾矿库防守、城
市防涝、矿山防灾、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
等中心工作。要加强汛期抢险救灾工作，做
好抢险物资和队伍准备。要科学调度水库，
分类指导水库泄洪蓄水。 所有水库都要驻
坝防守，加强巡查。要严格执行水库运行方
案及调度命令，严禁超汛限水位蓄水，同时
科学调度承担供水、灌溉任务的水库，最大
限度发挥水库综合效益。 要密切关注雨水
情，从容迎战下一轮强降雨。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
今天， 湖南省报业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在
长沙召开，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长沙晚报
报业集团等80多家会员单位的负责人100余
人与会， 探讨媒体融合和新媒体发展的方
向和路径。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孔和平说， 省报协
在新形势下， 要引导传统媒体创新体制、
机制， 更加深入地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
体融合发展， 聚焦主业， 在稳定和发展主
业的前提下推进多元经营、 转型升级， 进
一步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

会议选举产生了省报协新一届班子，

赵宝泉当选新任会长。 赵宝泉说， 新一届
省报协将开展“湖南十佳报纸”、“湖南十佳
报人” 及优秀稿件论文等评奖工作； 组织
“湖湘报业高峰论坛”， 群策群力扩大湖南
报业的影响力。 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 报
业处在一个下滑的周期中， 赵宝泉提出4条
建议： 由运营媒体到服务人群、 由羡慕嫉
妒到热烈拥抱、 由单向传播到多向传播、
由松散联合到利益共享。

当天还举办了“报业的困境与转型之
路” 主题讲座， 特邀 《传媒》 杂志主编杨
驰原授课并与湖南报协会员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分享了媒体融合发展的探索经验。

省作协首次吸纳
网络作家当全委会委员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陈薇 ）今天上
午， 湖南省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全体代表
大会， 在宣读的省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全委会
委员名单中，首次出现了网络作家名字，他们分
别是向娟（天下尘埃）、李晓敏（菜刀姓李）、刘明
（欲不死）和黄雄（妖夜）。以上四位网络作家均
是首次参加省作协代表大会。

向娟说， 能通过选举成为省作协第八届全
委会委员， 对自己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在她看
来，这对于湖南网络文学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
突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吸纳网络作家成
为省作协全委会委员， 不仅让社会对原本被妖
魔化的网络作家形象有了很大改观， 也意味着
网络文学被真正列为了一个单独的文学门类，
获得了认可的专业身份。李晓敏觉得，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 也是省作协对于网络作家的一次官
方正名。刘明则认为，参加此次作代会他强烈感
受到了作为一名作家所肩负的社会使命感。他
表示，作家心中有大爱，创作出来的作品格局才
会打开，今后要多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物形象，向
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儿童讲述光明、充满正能量
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大会当选的14名省作
协副主席中，有马笑泉、谢宗玉、沈念3位70后
作家，为省作协主席团注入了新鲜血液。

大会现场， 记者还见到了不少青春洋溢的
面孔：90后的女诗人罗玉珍（玉珍），80后的作
家黄菲（米米七月）、李婷婷、谢小青，70后的作
家秦蓓蕾（青蓖）……黄菲说：“这并不是我第一
次参加作代会， 但是这一届作代会规模之大、气
氛之热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见到了王跃
文、阎真等这么多前辈老师，更让我激动不已。我
要以他们为榜样，激励自己不断努力，争取写出
更好的作品来。”

� � � �获得食品经营许可是食品经营单位合法经营的前提条件， 省人大常委会食品
安全执法检查组在长沙、株洲暗访抽查时发现———

小餐饮小食杂店多无证经营

黄跃进在怀化进行国防教育专题辅导时强调

推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
融合发展

打通监管执法“最后一公里”
韩永文率队在株洲开展食品安全执法检查

防汛抗灾没有间歇期
省防指要求继续保持临战状态

加强农村食品安全执法监管
李友志率队在娄底开展食品安全执法检查

群策群力扩大湖南报业影响力
湖南省报业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召开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田甜 陈
薇）今天下午，省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在长
沙闭幕。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文雄
寄语广大文学工作者，出精品、出人才、开
风气， 努力推动湖南文学出现盛况空前的
黄金期。

大会通过了省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工
作报告和修改后的省作协章程， 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省作协领导班子， 王跃文当选为
省作协主席， 推举龚爱林为省作协常务副
主席，万宁、马笑泉、刘清华、汤素兰、何顿、
余艳、沈念、胡丘陵、莫傲、龚旭东、阎真、彭
东明、谢宗玉当选为副主席。

“国运昌盛，文运必兴。这是一个需要
文学经典而且能够产生文学经典的时代。”
张文雄说，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如火如荼
的改革实践、生动鲜活的家国故事，为当代
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丰厚素材。我们
要自觉站在时代的高处，积极投身现实、烛
照现实，立志为时代写史、为生活画像、为
人民立言，锻造出有温度、有湘味、有时代

感的扛鼎之作。
“文学的历史长河流淌到我们这一代，

一定会打上我们这一代的烙印， 一定会淘
洗出我们这一代的名家大师。” 张文雄说，
卓有成就的作家既是时代的产儿， 也领着
时代走。要始终秉持文学信念，胸怀对文学
滚烫的赤子之心， 到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
中淬火磨炼、汲取灵感、铸就艺术。走出“小
我”，走向“大众”，成就“大家”、锻造“大
作”。

“文学创作不能开创时代风气，就会没
有时代风骨，更难以风行后世。”张文雄勉
励广大文学工作者， 用情用心去打造文学
精品，别具一格地抒情言志，别出心裁地讲
述故事，别开生面地写景状物，提高文学原
创能力，真正挺立潮头开新风。

“新愿景、新班子、新的历史接力棒。”
张文雄希望新一届省作协领导班子， 积极
履行职责，强化改革创新，把广大文学工作
者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 努力把作协建设
成为广大文学工作者的温馨和谐之家。

张文雄出席省作协代表大会闭幕式

推动湖南文学
出精品出人才开风气

� � � � 6月 16日傍
晚，长沙市湘江西
岸，天空晚霞映满
天， 云彩变幻各
异。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绚烂晚霞缀星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