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9日晚，长沙市万家丽国际MALL，张新年（中）、王玺茹（右）、苏美玲（左）分别获得2016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总决赛男子
超模组冠军、女子超模组冠军和女子潮模组冠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责任编辑 喻文杰 版式编辑 刘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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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刘文
韬）今天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湖南省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三次审议稿增
加了食品小作坊不得从事的有关禁止性
行为的规定和处罚。

结合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三次审议
稿明确了食品小作坊禁止从事的12类行
为：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在食品
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
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使用回
收食品生产加工食品；生产经营致病性微

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
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
品；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
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
官性状异常的食品；使用未经检疫或者检
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使用未经检验或者
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生产加工食品；使
用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
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生产加工食品；以
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为原料生产加工食
品；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生产加工食品，或者销售超过保质期

的食品；生产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
工具等污染的食品； 标注虚假生产日期、
保质期；使用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或者超
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接受食品
生产企业和其他食品小作坊的委托生产
加工或者分装食品；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
行为。

同时，三次审议稿进一步细化了违反
上述规定的法律责任。拟规定，食品小作
坊从事禁止的违法行为或者生产加工禁
止的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逾

期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的
产品， 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
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
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许可证。

杨兴东

近日，中国中车宣布启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铁路
项目研发，将于2020年交付首台样车，并在山东建成一条
高速磁浮试验铁路———这意味着“磁浮”铁路取得又一重
大进展。

在可以预期的“磁浮时代”，湖南在其中不可或缺的
位置和为之作出的各个层面的卓越努力， 绝不能撇开不
谈。众所周知，今年5月正式通车的长沙磁浮线，不仅率先
实现了磁悬浮轨道交通的商业应用，也为开发时速600公
里高速磁浮铁路项目奠定了专业共识。

曾经，磁浮技术并不被人看好。上世纪末，京沪高铁
技术路线曾引发过一场旷日持久的“磁轨之争”。轮轨技
术最大优点是技术成熟、安全可靠、互通性好；高速磁浮
的最大优点是速度快、爬坡能力强、选线空间大。这场争
论在持续近7年之后，磁浮被指责“烧钱”、噪音过大而最
终“败北”。今天来看，磁浮技术不是不好，而是有被误读
的嫌疑。 铁道部相关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磁浮技术
的最主要问题就是没有投入实际运营。”

就在其他地区还在犹豫之际， 湖南果断在长沙进行
了磁浮快线的建设。长沙磁浮快线成功运营的实践表明，
磁浮交通能耗更低、噪音更小、辐射比手机还低，让“磁轨
之争”一举跨越了曾经莫衷一是的技术与认知障碍，打破
了人们之前的种种疑虑。这是一种敢闯的改革精神，也是
一种敢创的突破精神。

“磁浮时代”，关键在创新。虽然长沙磁浮快线并非当初
争议中的高速磁浮，而是中低速磁浮铁路。但如果没有长沙
实践，就没有可能发现磁浮技术在中低速铁路上的优势，这
种敢于闯难关的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而长沙磁浮快线
更为磁浮技术向高速进展提供了技术储备与运营方面的新
经验、新支撑。在磁浮技术应用上，湖南以实干家的精神，在
实践中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取得共识，为更多科技应用的发
展提供了样板。这样的观念创新，尤为可贵。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陈薇）今晚，
由新丝路模特机构、三湘都市报主办的“万家丽
杯·2016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总决赛” 在长沙
举行。40余名选手身穿文化衫和牛仔裤出现在
T台上，比赛在活力四射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

接下来的比赛环节分为旗袍西服秀、泳装
秀和晚礼服秀。其中，旗袍西服秀让人眼前一
亮， 组委会工作人员在编排上动了些小心思，
在旗袍展示环节，让选手们身穿旗袍摆出各种
姿态当舞台背景，非常有意境。工作人员介绍，
这种设计既能增加意境有画面感，又能让选手
放松，一群人站着比一个人走更有底气。

本次大赛组委会透露，参赛选手绝大部
分出生于1995年之后。 经过三轮紧张角逐
后， 现场评委根据选手的外形气质、T台展
示、服装理解、舞台表演等标准综合评选出
各大奖项的归属。最终，张新年夺得男子超
模组冠军、 王玺茹夺得女子超模组冠军、苏
美玲夺得女子潮模组冠军。据悉，部分获奖
选手将代表湖南赛区参加12月在三亚举办
的第24届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全国总决赛。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刘仲秋）28日，省粮食局召开大会，就
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作出具体

部署： 全省粮食系统要对照精细农业的要
求，加快行业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全新升级，
拓宽、拓新“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的流

通空间， 为农民种粮增效寻找市场端的出
路。

省粮食局提出，在储备上，要由过去
着重抓危仓老库改造、抓新仓容建设实现
“储得下”，向现在着重抓绿色储存、信息
化储存实现“储得好”转变，真正实现不需
田间增产的增产；在市场监管上，要由过

去主要抓囤积居奇、抓打击转圈粮，向既
抓囤积居奇、抓打击转圈粮又抓流通环节
安全转变， 守住人民群众舌尖安全的防
线；在产业发展上，要从过去主要注重量
的累积，向既做大总量又注重经济质量转
变， 切实提高湖南粮油产品的独特性、美
誉度和实际销售率。

为食品小作坊划定行为红线
我省将立法进一步细化相关违法责任

2016新丝路
湖南模特大赛冠军出炉

对照精细农业要求
湖南粮油谋划全新升级

三湘时评

迎接“磁浮时代”
关键在创新

（紧接1版①）望城段由于近年来运砂车、垃圾运输车等货
运车激增，日均车流量逾1万台次，超过原设计负荷量，导
致路面破损，形成交通“肠梗阻”，给沿线百姓带来出行不
便。

芙蓉大道望城段（芙蓉北大道）拓改工程于2015年3
月开工。 该项目起于长沙市芙蓉大道开福区界，沿长湘公
路（省道102）向北拓改建设，途经望城区丁字、桥驿、茶亭
三镇，与芙蓉大道湘阴段顺接，主线全长约17.96公里。

芙蓉大道全线通车后，湘阴将融入长沙城区“1小时
经济圈”，对促进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建设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

（紧接1版②）松山屋场只是浏阳近年来美
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随着理念不断更新，力度不断加大，浏
阳近年来美丽乡村建设向全域拓展。 今年
全市美丽乡村建设共投入16.3亿元， 其中
社会投资13.4亿元， 占比达到82%以上。

100多个美丽乡村和500多个幸福屋场遍
布浏阳， 成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优质资
源。今年，浏阳重点打造了10条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沿线的大围山、官渡、
古港、沿溪等乡镇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文
化旅游资源，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吸引了八

方宾客纷至沓来。今年前三季度，浏阳市已
接待游客1440余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150余亿元，同比增长均达到三成以上。

浏阳市农业局局长黄永忠说，在全域
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巿里要求既坚持推
进农村基础设施城市化，又保留乡村文化

的自然生态，特别注重发挥本地的特色产
业、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资源优势，以乡
村景区化为导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寻
梦、追梦、圆梦、筑梦之旅，走出了一条
“美丽乡村＋特色文化+特色产业＋乡村
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子。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万传文 杨
芳）11月27日上午，正在家里忙碌的澧县
如东镇长福村村民伍见支收到了一份特
殊的礼物：2017年的《湖南日报》等两份
党报的征订单。镇邮递人员告诉他，这是
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翦鹰专门为其赠订

的。这让伍见支欣喜不已。
今年46岁的伍见支是石门县维新

镇搬迁来的移民，妻子一直患有脑血栓
等疾病，不能做重体力农活，小孩正在
县城读高中。 一家人靠着7亩多责任田
维持基本生计，伍见支农闲时在附近打

些短工以贴补家用， 日子过得十分拮
据。去年底，伍见支成了澧县纪委“一帮
一” 精准扶贫活动中的贫困户之一。近
一年来，通过帮助调整种养结构、给予
资金支持等扶贫举措，伍见支的家境有
了明显好转。今年8月中旬，新到澧县履
任县纪委书记的翦鹰非常重视扶贫工
作， 特地把伍见支作为自己的帮扶对

象，几次到其家里走访慰问，和伍见支
商讨脱贫办法。

“扶贫不仅仅要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
水平，精神需求也不能缺少。”几个月时间
里，翦鹰每次到伍家去走访总会带去几份
报纸，伍见支夫妇总是抢着看。这一幕让
翦鹰记在了心里，为此，私掏腰包专门为
伍见支订了几份报纸。

送党报当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