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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王曲波） 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今天
举行聘任仪式，为李慧等30人颁发湖南省药
品GMP、药品GSP、医疗器械和化妆品一级
检查员聘任证书，为朱跃芳等56人颁发湖南
省药品GMP、药品GSP、医疗器械和化妆品
二级检查员聘任证书。这是我省聘任的首批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检查员。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
化专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的意见》， 加快

完成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职业化专业化药
品检查员队伍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
以专职检查员为主体、 兼职检查员为补
充，政治过硬、素质优良、业务精湛、廉洁
高效的检查员队伍，我省此次聘任的86名
检查员是通过省局机关各业务处室、药审
中心、各市州市场监管局多方推荐，坚持
好中选优的原则，重视品德口碑、专业技
术、检查经验、工作实绩，最终选拔出来
的。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李赤群说，检

查员是公众用药用械用妆安全的“把关
员”，代表的是药监部门的形象、能力和水
平。 在新的监管体制改革刚刚到位之际，
聘任市州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检查员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次检查员的聘任，
既是保证监管工作的需要，也是保住原有
检查员队伍的措施。检查员要以守护质量
安全为己任，履职尽责，不辱使命，不断提
升业务水平和检查能力，共同为我省药品
安全保驾护航。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吕俊 周梦竹

7月16日一大早， 在常德市鼎城区灌溪
镇乐福村甜蜜园艺花圃基地， 一夜细雨后，
大片月季花迎风盛开，姹紫嫣红。

“红橙黄绿粉白紫……月季的颜色绚丽多
彩，不止单色，还有复色、渐变、花边、花斑、变
色等复杂颜色，让人眼花缭乱。”甜蜜园艺负责
人陈澎一边剪枝，一边向记者介绍，月季有数
万个品种，在她的花圃基地就有1230多种。

走到几株与众不同的月季花前，记者看
到，其圆形花瓣层层包裹，花色粉嫩，花香沁
人心脾。初开的花朵花束笔直，如亭亭玉立
的少女。“这种月季叫粉妆楼，宋朝时被日本
引种后多次改良，现在的粉妆楼是从日本引
种的。”陈澎说。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10年来，陈澎把爱
好变成了事业。

大学毕业后， 陈澎考入政府机关工作。
工作之余，她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我家的
房子有3个露台，上面全是我种的鲜花。实在
没地方摆放了，就想到拿去卖。”因为在机关
单位上班，不方便摆摊出售，陈澎灵机一动，
想开一家网店。

2014年5月， 当时32岁的陈澎决定辞
职，去办一个花卉基地。

她很快租赁了2亩地， 建了2个塑料大
棚。“当时大家都反对她辞职。” 陈澎的丈夫
周君告诉记者，陈澎丢下“铁饭碗”回到农
村，让很多人无法理解。

“没一个人帮她，她咬着牙把家里几百
盆花搬到了基地大棚。”周君记得，倔强的陈
澎一个人拌土、剪枝、扦插、上盆、移栽、洒
水、打药等。“看着她变瘦、晒黑了，我有点心
疼，最后还是和她一起回到农村。”周君说。

经3个多月辛勤付出， 当年9月下旬，陈
澎培育的200盆伊芙系列月季花开始在网店

出售。“开售5分钟，200盆鲜花就销售一空。”
想起当初创业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陈澎眼
角泛起了泪花。

创业第一年，陈澎净赚了7万多元。摸索
中，她一边总结经验，一边扩大规模，家人也
慢慢认可了她的选择。去年，陈澎的基地发
展到20多亩，推出了月季、绣球、铁线莲3大
类共2218个品种。

“她是花仙子，招聘我们到花圃基地打
工，还教我们种花。”在基地工作的聂珍春告
诉记者，她家3亩地租给了陈澎，她和丈夫到
基地当花匠。今年初，陈澎还免费给了她可
种2亩地的蔷薇花种子， 现在成苗2万多株，
年底出售可增收2万多元。

陈澎说，去年以来，其花圃基地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模式，让周边40户乡亲一边
到基地务工、一边学习种花，还免费提供种
苗和技术，再统一收购。在她的帮助下，乡亲
们增加了收入，日子越过越美。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通讯员 盛晏 杨
毅超 邓旭辉 王梓龙)7月17日，湖南农业大
学商学院博士团在副院长杨亦民教授、副书
记莫华的带领下，来到古丈县，开展电商兴
茶专题讲座，受到当地茶叶龙头企业和种茶
大户的欢迎。

古丈县作为全国贫困县，茶产业是其唯
一支柱性产业，茶园基地建设直接关系到脱

贫攻坚进度。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
古丈县茶产业电子商务人才流失严重，传统
销售模式已无法适应当前消费新常态，茶产
业生产过剩， 抑制了古丈县经济长足发展。
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博士团一行仔细分析
古丈县茶叶产业电子商务发展现状，“支招”
如何电商兴茶。他们认为，一是要留住电商
人才， 通过对接高校采用县校合作方式，引

进和培养年轻电商人才。二是要立足顶层设
计，强化品牌推广，构建公共品牌授权准入
机制，维护好古丈毛尖品牌影响力，整合茶
叶物流、仓储，节约电商成本。三是要促进
5G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新融合，依托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寻找消费市
场，扩大消费人群。四是要发展茶旅一体化
模式， 推进茶旅融合丰富产品及内容输出，
将茶叶新型网络销售模式定格为“旅游内
容+茶产品”，茶叶销售内容多元化，引起文
旅爱好者的茶消费共鸣。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
员 黄道兵)记者今天从常德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今年来，该市强化环境监管和执法，已立
案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80起， 共处罚款
555.4万余元， 并将部分案例在网上公示，以
起到警示作用。

据介绍， 常德市同欢建材有限公司因大
气污染物超标排放、 汉寿县兆嘉建材厂因大
气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不正常、 澧县军泉采石
场因生产车间产生扬尘的物料未密闭， 分别

被环保部门处以20万元、10万元、5万元罚
款。同时，公安部门对汉寿县兆嘉建材厂涉案
直接责任人依法予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石门县坤银脱模油厂存在无危废经营许
可证而从事危废经营行为， 汉寿县恒晖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暗管违法排放污染物，被
环保部门分别处以罚款23760元、30万元。同
时， 公安部门对汉寿县恒晖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涉案直接责任人依法予以行政拘留5日的
处罚。

首批86名检查员到任
当好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把关员

你文明 我点赞
衡阳市开展“为文明点赞”活动

湖南农大博士团为古丈电商兴茶“支招”

陈澎的甜蜜事业老百姓的故事

常德立案查处80起环境违法行为
罚款555万多元

7月17日，隆回县三阁司镇石马村，贫困户在扶贫爱心超市内兑换生活用品。该超市于5月
开张，通过社会捐赠款运行，贫困户依据孝敬父母、人居环境、就业务工等8个方面赚取积分，
以积分形式兑换超市内生活用品。目前，该超市已得到近2000名爱心人士的捐款38万多元，服
务三阁司镇3895户贫困户。 傅聪 罗显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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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记者 徐德荣）今天
上午，衡阳市启动“你文明、我点赞”活动，并
发布《你文明、我点赞》倡议书，倡导市民用实
际行动积极为文明代言、为文明发声、为文明
接力，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为诚实守信的经营者点赞、 为助人为
乐的大好人点赞、 为礼让行人的驾驶员点
赞、为志愿服务的“红马甲”点赞、为友善让
座的爱心人点赞、 为光盘行动的就餐者点
赞……据悉， 衡阳市“你文明、 我点赞”活
动，邀请市民用手机、相机等工具，以照片
或短视频的形式拍摄下所看到的文明行

为，配简短文字说明，发给相关媒体（详情
请浏览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衡阳频道）
进行点赞和分享。相关部门将每月一评选，
对优秀作品进行奖励。

去年， 衡阳市再次吹响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号角，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一号工
程”强力推进，按照“科学规划、精美建设、精
致管理”的总思路，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
推进城市“硬件”与“软件”“面子”与“里子”同
步发展。去年来，从干部到群众，从乡村到城
市，从社区到单位，衡阳市全民参与、齐心发
力，内外兼修，取得了颇多亮眼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