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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凌

小康不小康，首先看健康。食品
药品安全攸关民生， 是衡量社会文
明进步和人们幸福指数的重要指
标。 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
宏伟历史进程中， 加强和改进执法
监管、确保三湘人民饮食用药安全，
是各级食药监部门义不容辞的使命
职责，应着重从四个方面精准发力。

以精准体现严厉。 习近平总书
记要求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
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我
们必须以“四个最严”统领食品药品
安全工作，以精准思维抓监管，务求
善谋善作善成。善谋，指的是因地制
宜、选题精准。在食品药品安全新老
问题交织的形势下， 注重抓源头治
理，牵住“牛鼻子”，把有限资源倾注
到解决群众普遍关切的问题上，重点
解决影响婴幼儿与青少年成长、老年
人健康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善作，
就是要有的放矢、发力精准。食品药
品与一般商品比较，在强调质量的基
础上更加注重安全； 食品与药品比
较，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食品应该
营养，药品必须有效。因此，解决食品
药品安全问题不能简单化，必须坚持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善成，就是要
聚焦长效、成果精准。历史经验启示
我们，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整治容易、
根除很难。我们破解难题，都要抓住
建立长效机制这个“症结”，整治与规
范并重，巩固与提升并举，干一件事
就要成一件事。

以智慧提升效能。 湖南的食品
药品产业大而不强、多而不精，加之
新业态方兴未艾，新技术、新原料、新
品种带来的未知风险增多，监管形势
复杂而艰巨。且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屡
次调整，监管能力建设滞后，行政监
管力量、 技术检测手段都较薄弱。我
们要以更大勇气与智慧直面并解决
上述问题。 一方面要推进“机器换
人”。想方设法争取各级财政支持，加
快推进市、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能力
建设和湖南“智慧食药监”工程建设，
有效利用大数据分析，改变当前“运
动战”加“人海战术”的监管格局。认
真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推进重
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重大部署，大
力督促指导食品药品生产企业依法
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使之与“智
慧食药监”工程无缝对接，全面提升
监管水平。另一方面要做“人换脑筋”
文章。坚持“两眼向内”，统筹省食药
监部门的宏观指导、有力督促与基层

食药监部门的微观创新、 具体监管，
将行政监督与技术监督更加紧密地
结合起来，兴利除弊，创新和完善适
应时代发展的监管体制机制。

以公开促进法治。 国内外成功
实践表明， 提升食品药品监管法治
化水平，是实现食品药品善治的“不
二法门”。从省食药监局做起，各级
食药监部门都要切实加大政务公开
力度，全面推行阳光政务，努力打造
“透明食药监”， 形成强有力的监督
约束机制，确保依法行政，促进公正
执法。一要公开决策。对涉及公民与
企业权益的监管政策措施， 在制定
出台前要无一例外地面向社会听意
见、动员群众出主意，以汇聚民智实
现善治。二要公开审批。不仅要晾晒
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更
要改革精简行政审批环节， 大力推
行网上办事， 将有限的监管力量从
大量的审批事务中解脱， 集中心思
做“放管服”结合文章。三要公开办
案。 健全和规范全省食品药品办案
自由裁量权， 利用官网和各类媒体
公开执法监管与办案信息， 同时大
力曝光重大典型案件，对性质严重、
情节恶劣、影响面广的案件，无一例
外都要公开曝光，努力营造“扶正祛
邪、扬善惩恶”的法治氛围。

以共治实现久安。 食品药品安
全问题与人类社会发展如影随形，
客观地讲没有“零风险”、没有“完成
时”，但必须坚持“零容忍”、坚持“在
路上”。实现三湘四水食品药品长治
久安，必须坚持走社会共治之路。坚
持党政同责、政府负责。依法加强考
核， 落实地方党委政府负责人对确
保一方群众食品药品安全的法定责
任， 建立和完善属地监管责任追究
机制，促进监管政策落地。推进社会
协同、社区协力。积极促进各类食品
药品行业组织规范发展， 让行业协
会走上前台，有效发挥自律功能，有
力推进行业追溯体系、 诚信体系建
设。充分发挥城乡社区的“桥头堡”
作用，加强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实现
基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全覆盖，消
除城乡监管盲点。要动员公众监督、
公民参与。完善县级“12331”食品
药品投诉举报平台， 健全投诉举报
奖励制度， 推动食品药品安全科普
与普法行动进社区、 进乡村、 进校
园， 提高全民安全意识和依法维权
能力， 打一场全民治理食品药品安
全的人民战争， 实现全民共治共享
食品药品安全。

（作者系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局长）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熊烨 杨贤勇

3月19日，春寒料峭。武冈市秦桥
镇柳山村村民柳伟娥天还没亮就起
床，帮丈夫姚伦荣穿好衣服洗过脸，然
后做好早饭，一口一口喂给他吃。她将
炒好的瘦肉全喂给丈夫吃， 自己就着
青菜吃了碗米饭，草草填饱肚子。

这样的场景， 在这个家庭已连续上
演近35年。岁月如梭，青丝熬成白发，柳
伟娥始终不改初心，30多年如一日，用爱
照顾着双目失明的丈夫， 苦苦支撑着这
个家，深情守望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决不能让这个家散了”

从武冈市城区出发，车在蜿蜒的
道路上跑了50多公里，到达一个群山
环绕的山坳中。柳伟娥贫寒的家就在
这个山坳里。

1982年冬季的一天，柳伟娥的丈
夫姚伦荣在矿里挖煤，放炮时不小心
被炸成重伤。经医院抢救，他捡回了
一条命，但从此双目失明，落下一身
病痛，还因治疗给家里带来了10多万
元债务。那时，这笔欠债对于一个农
村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突如其来的横祸，让一个原本幸
福的家庭陡然陷入困境。“家里的顶
梁柱倒了，我一下子懵了……”谈起
当时情景，虽时隔近35年，柳伟娥仍
心有余悸。那时，柳伟娥还只有34岁，
有人劝她改嫁再找个好人家。可面对
双目失明的丈夫、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和年老多病的母亲，只有小学文化的
柳伟娥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坚强，用柔
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耕田、搬砖……原本男人干的活，
柳伟娥一样样咬着牙关干， 成了一个
十足的“女汉子”。到了“双抢”时节，她
白天收割水稻、耕田，晚上还打着手电
插秧，忙到深夜，累得骨头散架。

为了早日还清欠债，柳伟娥种水
稻、玉米、黄豆，养猪、羊、鸡……一分
钱一分钱地凑。整整用了10年，她终
于将欠债还清了， 却落下了胃病、腰
椎骨质增生等疾病。再苦再累，柳伟

娥没有一句怨言， 她说：“我只想一家
人好好地生活在一起， 决不能让这个
家散了！”

如今， 柳伟娥的两个儿子已成家
立业，4个孙子孙女也慢慢长大， 可她
自己仍无法轻轻松松过一天好日子。

最拮据的日子里，几片肉、
几颗糖都进了丈夫的嘴

采访中，与柳伟娥同组的71岁老
人柳福元感慨地说：“这30多年，要不
是柳伟娥服侍得好， 姚伦荣早就没命
了。”

既要干农活，又要悉心照顾丈夫，
柳伟娥常常忙得团团转。 特别是姚伦
荣失明后，性情变得异常暴躁，时常发
脾气、摔东西。委屈时，柳伟娥忍不住
落泪。可擦干眼泪，她又全身心去操持
这个家。

一直以来， 柳伟娥恨不得把每一
分钱掰成两半花。对丈夫，她却很“大
方”。在最拮据的那些年月，好吃的好
喝的都给了丈夫，甚至从邻居、亲友家
得来的几片肉、几颗糖，都进了丈夫的
嘴，自己一年难得沾几次荤腥。

儿子成家立业后， 为了尽量多给
丈夫补充营养， 柳伟娥近几年将家里
80%的钱都花在丈夫身上。 除了给丈
夫买好吃的， 还每年为他添置一两套
新衣服。而自己10多年没买过一件新
衣，平时穿的都是亲友送的旧衣。

2015年开始， 姚伦荣的病情加
重，全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晚
上还经常整夜整夜大声叫喊。 柳伟娥
不厌其烦地默默为丈夫洗衣喂饭、接
屎接尿、翻身擦洗，平均每晚只能睡几
个小时。 白天高强度劳作， 眼皮常打
架。实在困了，她就在田地边躺下打个
瞌睡，醒了接着干。

“他是我的丈夫，我铁了心照顾他
一辈子。”柳伟娥坚定地说。

点评
30多年不离不弃，30多年任劳任

怨，“铁了心照顾他一辈子”。 柳伟娥，
这位平凡女子，以她的默默付出，诠释
了什么是相濡以沫、患难与共。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张
斌） 省纪委三湘风纪网今天发布消
息，经湖南省委批准，湖南省纪委近
日对怀化市政府原党组成员、 副市
长杨开凤和湖南省天心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冷永进，党
组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刘红运
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 杨开凤同志在担任怀化

生态工业园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怀化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期间，
违反政治纪律，搞迷信活动，用公款
聘请“风水大师”担任园区顾问；违
反廉洁纪律， 在操办父亲丧事中违
反殡葬管理规定， 搞利益交换侵犯
国家利益；违反组织纪律，对组织不
忠诚，不如实报告个人房产、股票和
投资等有关事项。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湖南省纪
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湖南省委常委
会议批准， 决定给予杨开凤同志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报省政府批准，给
予其行政撤职处分， 降为正处级非
领导职务。

湖南省天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违反规定委托银行贷款， 被不法分

子诈骗3000万元，给国家利益造成
了重大经济损失。冷永进、刘红运同
志作为公司主要领导， 严重失职失
责，对诈骗事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
相关规定， 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议
研究并报湖南省委常委会议批准，
决定给予冷永进同志撤销党内职务
处分， 给予刘红运同志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并免去其现任职务； 报省政
府批准，给予冷永进行政撤职处分。

建设新湖南
干在丁酉年

四大举措精准发力
共治共享食品药品安全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通讯员
胡建根 熊偲婧 记者 郭云飞 ）今
天， 记者从南县县委组织部了解
到，该县正式出台了“人才引进激
励办法（试行）”，对全县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不受
其地域、户籍等限制，都予以积极

吸纳。
据介绍，未来几年，南县将主要

引进经济、教育及理、工、农、医、管
理等类优秀人才， 侧重引进经济金
融、城镇建设、现代交通、规划设计、
工程造价、文化产业、生态环保、旅
游开发、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等方面

急需的专业人才或团队。
南县引进人才采取编制内引

进、编制外引进和“柔性引进”3种方
式。其中“柔性引进”指不改变人事
等关系，实行兼职服务、“候鸟式”聘
任、对口支援、项目聘用等。同时，建
立人才激励保障机制。 编制内引进

至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
工作的各类人才， 工资福利待遇按
有关规定执行。编制外引进的人才，
工资待遇实行年薪制，年薪10万元
至30万元不等，所需资金由县财政
负担。“柔性引进” 的人才工资待遇
可灵活确定。 对引进的人才， 在住
房、医保、津贴、子女就学、家属就业
等方面， 县里也制定了相应激励政
策。

3名省管党员领导干部被追究纪律责任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柳伟娥精心照顾双目失明的丈夫，青丝熬成白发———
“铁了心照顾他一辈子”

南县广纳英才促发展

衡阳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1643处

3月23日， 漫画家为师生介绍水墨漫画的创作技巧。 当天， 长沙市教育局
教科院在长沙铁路第一中学举行中小学漫画创作暨水墨漫画观摩活动， 来自
全市各中小学校的美术教师共400余人参加。 刘谦 詹蓉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刘魁春 戴军）今天，记者从衡阳市国
土资源部门获悉， 该市把地质灾害隐患排
查作为当前防汛抗灾工作重点。 至3月20
日，全市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1643处。

衡阳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人说，3月初以

来，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持续降雨，岩土体
含水率持续增大， 导致全市发生各类地质
灾害灾情、险情22处，其中滑坡11处、崩塌6
处、边坡垮塌2处、地面裂缝1处、边坡失稳1
处。灾情较为严重的是衡阳县，共发生地质
灾害13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