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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人民对美好生活最
基本的需要， 是国家安全、 社会稳
定、人民幸福的基石，保障食品安全
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
责任。 为健全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体
系， 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保障
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省
委、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落实食品
安全党政同责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实施食品安全
战略， 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委和政府
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领导，落实“最严
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
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要求，全面推
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打下坚实基础。

二、 落实党委食品安全
领导责任

（一）纳入议事日程。贯彻执行食
品安全法律法规和上级党委关于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政策举
措，结合本地实际提出具体贯彻落实
意见和措施。把食品安全工作纳入本
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党风廉政建
设、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中，纳
入领导干部教育培训重要内容。

（二 ）加强组织协调 。各级党委
常委会会议每年适时听取食品安全
工作汇报，研究部署、协调解决重点
工作和重大问题， 党委主要负责人
要定期开展食品安全专题调研。支
持政府依法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
责， 支持人大执法监督检查和政协

民主监督。 领导同级纪检监察机关
严查食品安全工作中的违纪违法行
为， 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对党员干部
的责任追究。

（三 ）督促落实职责 。领导和督
促组织、宣传、政法、机构编制等党
委工作部门支持食品安全工作，在
食品安全战略和政策研究、 宣传舆
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检查督办、
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组织
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形成合力。发
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群团
组织的优势， 倡导科学健康的饮食
方式，形成食品安全共治氛围。

（四 ）加大考核评价力度 。将食
品安全工作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绩
效评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等
考核体系中， 考核结果作为评价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
内容。

（五）重视食品安全监管队伍建
设。配齐配强监管队伍，优化专业结
构，科学合理配备监管人员，切实解
决工作力量、基本待遇、工作条件等
方面的实际问题。

三、 落实政府食品安全
行政责任

（一 ）履行法定职责 。各级政府
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制定实施专项
规划，制定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分解
任务、明确责任。每年适时召开政府
常务会议和专题会议听取工作汇
报，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明确部署；
对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同
级党委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大部
署提出具体举措、组织推动实施；对
涉及跨区域、 多部门的重点难点问
题，坚持政府主导，加强组织协调，
明确任务分工，及时督办落实。

（二 ）健全长效机制 。贯彻实施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不断完善工作
制度，夯实基层监管基础，保证监管
工作有责任、有岗位、有人员、有手

段。组织、督促同级政府监管部门和
下级政府依法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责
任，并开展评议考核。

（三 ）加大保障力度 。建立与本
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食品
安全监管经费保障机制和稳定的增
长机制， 确保食品安全监管经费保
障到位，切实满足日常监管、监督抽
检、风险监测、科普宣教、信息化建
设等工作需要。 加强食品安全行政
监督和技术支撑能力建设。 探索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提高食品安
全监管投入效益。

（四 ）落实部门责任 。各级政府
食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要依法依规
履行监管职责，密切配合，建立健全
“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全过程
监管体系，实现无缝对接。强化行政
执法与国家监察、刑事司法衔接，依
法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五）充分发挥食品安全委员会
作用。各级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食品
安全组织协调、动员部署、督办落实
和提出意见建议等。定期召开食品安
全委员会全会或者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本地区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充分发
挥各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综合
统筹、组织协调、督查督办、考核评价
等作用。加强乡镇（街道）食品安全综
合协调能力建设，明确相应人员负责
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工作。

四、保障措施

（一）实行食品安全“一把手”负
责制。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食品安
全作为“一把手”工程，党委和政府
主要负责人同为第一责任人， 对本
地区食品安全负总责， 重大食品安
全事项要亲自过问、亲自督办。其他
负责人对分管范围内的食品安全负
领导责任， 协助主要负责人抓好食
品安全工作。

（二）建立管行业必须管食品安
全的责任机制。 各级党委和政府相
关工作部门对主管行业领域的食品

安全工作负有管理责任， 要按照管
行业必须管食品安全、 管业务必须
管食品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
原则，建立食品安全工作制度，着力
构建“党委统一领导、 政府部署推
动、部门依法监管、行业诚信自律、
社会各方协同、公众积极参与”的食
品安全治理格局。

（三 ）严格督查督办 。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健全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督
查机制，将党委和政府工作报告、年
度工作安排等确定的食品安全重点
工作纳入督查督办范围。 各级党委
和政府督查机构要会同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 加强对同级党委和政府有
关部门及下级党委和政府落实食品
安全重大决策部署、 重点工作任务
的督查， 建立督查整改验收销号制
度，强化督促检查和跟踪问效，督促
食品安全责任落实。

（四 ）加强约谈通报 。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建立警示通报和约谈制
度， 对未按规定履行食品安全工作
职责， 未按要求完成食品安全工作
目标任务， 对区域性食品安全隐患
未能及时发现或者发现后未能及时
组织整治消除的， 对责任单位及责
任人予以警示约谈、情况通报。

（五 ）严肃责任追究 。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对未
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或者未明
确有关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
的；对不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导
致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 对本地发
生区域性食品安全问题或者食品安
全事故， 未及时组织整治和有效处
置，造成不良影响或者损失的；对发
生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连续
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 对党政
领导依纪依规严肃问责， 构成违纪
的，由纪检监察机关追究责任；涉嫌
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
认真做好本意见的贯彻落实工作，结
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抓紧制定实行党
政同责具体措施，确保落实到位。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意见
（2018年6月27日）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易

禹琳）记者今天从湖南广播电视台获
悉，从今晚开始，连续5天，湖南卫视
《湖南新闻联播》 将推出由湖南广播
电视台新闻中心制作的5集特别报
道《梦向朝阳》，通过全景式的观察，
讲述工程机械湘军的传奇故事，探寻
其成功密码。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
体现在制造业水平上，而制造业中最
重要、最核心的是装备制造业。今天
的湖南，是全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
基地，有一支上天入地、穿山跨海的
工程机械之师。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强，长沙有4家企业上榜；中国工
程机械前5强，长沙占有3家。可是在
上世纪90年代， 中国工程机械市场
还是洋品牌的天下，新生的湖南工程
机械企业，以产业报国的情怀，以杀

开一条血路的劲头，用20多年时间，
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
逆袭和蜕变。

短短两个月时间，湖南广播电视
台新闻中心多路记者深入湖南工程机
械领军企业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
智能、铁建重工、泰富重装5家企业调
研采访，并奔赴北京、上海、昆山、杭
州、武汉、乌鲁木齐等9个城市拍摄，而
且对接世界各地10多个正在建设中
的重点工程， 使得该片富有历史纵深
感、新时代气息和国际大视野。

在今晚播出的《梦向朝阳》第一
集《又见彩虹》中，观众会见到航拍三
一重工美国公司在美国佐治亚州第
2000台挖掘机下线的壮观景象，也
会揭秘十几年前国外挖掘机龙头提
出无偿提供挖掘技术，要求三一重工
承诺今后不进入挖掘机领域的内幕。

《梦向朝阳》讲述
工程机械湘军传奇故事

�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通讯员 林
乐 姜杨敏 记者 周月桂）今天举行的
第67届德国汉诺威商用车展上，中车
电动发布了全新一代搭载“超能电机”
的智能化新能源客车———“新巴客”，
让世界再次见证中国制造的实力。

汉诺威车展已有100多年的历
史，是全球最古老和最具影响力的专
业盛会之一，而中车电动自主研发的
“超能电机”是本次车展的一大亮点。

如果说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那
么电机无疑就是纯电动车的心脏。中
车电动副总经理汪伟表示，“超能电
机”采用“双绕组”特殊设计，比普通
电机的动力强近1.5倍， 且运作更加
平顺。 通过两套绕组的配合工作，整

车动力系统能够在不同情况下均保
持高效工作。当其中的一套绕组因为
故障不能工作时，另一套绕组还能够
独立驱动整车行驶，最大限度降低驱
动系统故障导致的车辆抛锚。

中国国家电动汽车专家郭淑英
评价：“在电动客车领域，‘双绕组’电
机设计很少见。 简单来说，‘双绕组’
设计类似电脑处理器的‘双核’原理，
是一种很好的创新。”

目前，“超能电机”不仅已经运用
到高坡度、高海拔地区，更挑战了东
北和新疆、山东、四川、海南等极端环
境市场。搭载“超能电机”的“新巴客”
优异的性能表现，吸引了多位欧洲客
商前来商务洽谈、订购车辆。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贺
威 戴鹏 ）农谚说“没有猪粪臭，哪
有五谷香”， 如何祛除猪粪污染环
境的“臭”，又留住其有机质滋养五
谷的“香”？9月19日，记者了解到，
攸县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多种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模式，实现变
废为肥，有效治理养殖污染。

攸县是生猪调出大县，2017年
出栏生猪137.9万头，存栏生猪73万
头。过去，农村畜禽养殖污染成为
农村的重要污染源。 痛定思痛，攸
县不越禁养区、 限养区规定的雷
池，并将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化
养殖场示范创建等纳入全县“美丽
乡村建设大会战”重要内容，各部
门协调发力，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
与治污。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治理模式
创新很关键。 记者在攸县广安农
牧看到， 生产沼气过后的沼液经
过处理，化作汩汩清流进入池塘。

而留下的废渣成了抢手的“香饽
饽”， 连同沼渣被预订为种植户
和自建农庄的肥料。 这种自产自
销的方法被称为种养结合“平衡
式”和污水排放“达标式”。全县共
有650多个有条件的养殖场推广
种养结合模式，种植果木、蔬菜3
万多亩。

在惠格公司，记者见到运回的
猪粪加入米糠、锯木屑后，经过一
系列生产工序，在成品车间打包成
一袋袋有机肥。目前，县里两家有
机肥生产企业， 已与近200家规模
养殖户签订了常年收购合同或合
资建厂，年处理畜禽粪污4.5万吨以
上。

与此同时， 全县还有19家采
用无需设置排污口， 用异位发酵
床综合技术处理粪污的异位发酵
“零排放式”。对于病死的生猪，攸
县采取了“集中式”无害化处理，
支持企业建成日处理能力达30吨

的无害化处理中心， 年处理病死
猪6万头以上。

通过最严格的环保执法，倒逼
养殖场转型升级， 再创新治理模
式，全县存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
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
80％以上， 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0％以上。促进了资源循环利用，
达到了养殖户愿意、第三方如意、
老百姓满意的效果。

中车电动“超能电机”
惊艳欧洲车展

比普通电机动力强近1.5倍，且运作更加平顺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王
茜 通讯员 余旭华）今天，长沙高新
区产业项目建设年集中签约活动在
高新区管委会举行，亚信科技华南区
域总部项目、御家汇全球面膜智能生
产基地等5个项目签约落户， 总投资
额超25亿元。

亚信科技是中国最大的通信软
件企业， 拥有300多个软件产品，为
中国、丹麦、匈牙利、印度等10余个
国家超过10亿的电信用户提供支
撑。 此次投资2亿元打造亚信科技华
南总部，2018年预计产值 3亿元 ，
2019年5亿元，2020年7亿元。

据了解， 长沙高新区今年1至9

月已围绕产业链招商签约引进了中
国长城、杉杉能源、电咖汽车等多个
投资过10亿元、 过百亿元的重特大
项目和一批增长潜力大的高精尖产
业项目，举办集中签约4次，签约项目
30余个，计划总投资逾500亿元。

长沙高新区狠抓项目建设推进
和要素保障机制，构建形成了“引进
洽谈一批、签约储备一批、开工建设
一批、竣工投产一批”的项目引进建
设工作格局。今年共铺排购地产业项
目94个，其中工业项目90个。项目总
投资972.11亿元， 年度投资192.1亿
元。截至目前，累计新开工产业项目
26个，完成目标任务（20个）的130%。

祛除污染环境的“臭”
留住滋养五谷的“香”

攸县创新治理模式促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9月20日， 江永县
夏层铺镇水田村， 村民
在加工红薯。今年，该县
种植的35000多亩鸡蛋
黄红薯、 紫心红薯喜获
丰收， 村民们将红薯削
皮、切片、浸泡、加工包
装后销往新加坡、 菲律
宾等东盟国家， 很受欢
迎。 田如瑞 摄

红薯加工
出口东盟

5大优质项目落户长沙高新区
总投资额超25亿元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张
尚武 通讯员 李飞 蔡政） 石门县政
府今天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县长
郭碧勋在会上发布，第十八届石门柑
橘节将于9月28日开幕。本届柑橘节
通过展示果园丰收，把“石门柑橘”名
片推向全国。

石门柑橘节自2001年首次举办
以来， 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17届。据
发布， 第十八届石门柑橘节将延续
“以橘为媒、文化搭台、旅游唱戏”，主
体活动包括“巅峰湖南2018”六大名
山连登积分联赛壶瓶山站活动、激情
“橙”跑、柑橘产销对接签约等系列活
动，在柑橘丰收的喜庆氛围中，展示

石门脱贫攻坚成果。
今天的发布会还举行了“一县一

品”网络销售签约仪式，苏宁易购、湖
南搜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超级社区
湖南运营中心3家电商代表， 分别与
石门县政府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助推
石门柑橘线上线下销售，助推石门乡
村振兴。

石门是湖南柑橘大县，也是全国
早熟蜜橘第一县。据统计，全县现有
44万亩橘园， 其中35万亩分别获农
业农村部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基地
认证。今年是柑橘“大年”，石门柑橘
喜迎大丰收， 预计产量比往年增长
10%。

第十八届石门柑橘节
9月28日开幕

漫画/傅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