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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刘灵宁

“请出示生产许可证”“未取得生产许可
证不能继续生产”……10月21日，娄底市场
监管部门联合公安执法人员， 摧毁一家制售
假冒沃隆牌每日坚果的黑工厂， 现场查扣原
料和产品数吨， 依法刑事拘留2名犯罪嫌疑
人，涉案金额数百万元。

10月25日，全省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
行动罚没的假冒伪劣食品， 在长沙等地集中
销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9月以来，全省
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简称“联合
行动”），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省教育厅、
省农业农村厅紧密联动， 聚焦食品生产经营
环节违法违规行为、保健食品安全、学校及幼
儿园食品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四个方面
问题，对违法犯罪活动重拳打击。

联合执法，雷霆整治四大领域

眼下， 专项整治联合行动以雷霆之势在
全省深入推进。

如，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省市场监管局出
动执法人员70余名, 日前一举捣毁长沙县黄
兴镇一处薯片加工“黑窝点”。执法人员现场

查扣芳辉牌香酥金薯片(成品)598件、红薯(原
料)3吨、假冒的包装纸箱4660个。对芳辉牌香
酥金薯片的销售流向追踪检查, 查处了位于
湖南高桥大市场的6家经营门店,现场查获涉
案产品50件。

联合行动聚焦四大领域：打击食品生产
经营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取缔“黑工厂”
“黑作坊”“黑窝点”；实施保健食品行业专项
清理整治，查处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违规销
售问题；解决学校及幼儿园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不落实和食品安全问题；整治农产品质量
安全问题，重点解决蔬菜、禽蛋、猪肉、水产
品质量安全和农药、 兽药添加禁用成分问
题。

联合行动开展以来， 全省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共查处食品生产经营违法案件3778起，
罚款金额3982.56万元， 责令停业停产95家，
取缔无证企业121家。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结
合“昆仑行动”，共核查各类食品违法犯罪线
索300余条，侦办刑事案件85起，其中省督案
件12起， 刑事拘留103人； 办理治安案件23
起，治安处罚37人。

精准打击，食品安全违法“零容忍”

“联合行动分为全面排查、集中整治、督
导检查、总结评估四个阶段，对食品安全违法

问题实施精准打击。”省食安办主任、省市场监
管局党组书记刘湘凌介绍，通过集中整治，集中
销毁一批假冒伪劣产品， 取缔一批违法违规主
体，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完善一批制度机制，全
面梳理问题线索，营造食品安全违法犯罪“零容
忍”的社会氛围。

统计显示，在校园食品安全整治方面，全省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督促学校、供
餐单位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者自查37597户
次，完成问题或隐患整改6575个，撤换食品原料
供货商257个，立案查处275起。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方面， 省农业农村
厅在全省部署开展畜禽、水产、蔬菜等五大整治
行动，共检查生产经营主体17822家次，销毁问
题农产品数量1.03吨。

在规范保健食品清理整治方面， 全省共检
查生产经营主体20943家次，责令整改1352起。

联合行动深挖一批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
突出问题，并建立问题台账和清单，实行销号
式管理。查办各类食品安全行政违法案件、涉
嫌犯罪案件，形成高压打击震慑态势，解决了
一批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操心事、 烦心事和
揪心事。

联合行动将持续到11月底。 还通过畅通
“12315”等投诉举报渠道，落实有奖举报制度，
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共同守护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通讯员 陶韬
记者 曹娴）记者从25日在醴陵市召开的全
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与推广应用现场会
了解到，截至9月底，全省培育工业APP达
7800个，预计全年将突破1万个；主要工业
互联网平台已连接工业设备84万台，接入
设备价值超5500亿元。

今年来，全省各级工信部门、平台企业
坚持“建平台”和“用平台”双轮驱动，努力拓
展“智能+”，不断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

平台建设方面， 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
院、 长沙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等8个项目中
标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金额超

7.5亿元；树根互联根云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
国家10个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之
一，是中西部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平台。

平台推广应用方面， 华菱荷钢网平台
三季度交易额23.52亿元，金码智能自助新
零售工业互联网平台今年来新接入自助零
售终端设备3023台；醴陵市通过政府政策
引导支持、平台公司专业服务、标杆企业试
点示范等手段，建设了特色鲜明、实用功能
较强的陶瓷、烟花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为
本地350家陶瓷企业、3000余家陶瓷原材
料供应商及200多家花炮企业提供了平台
服务。

10月26日，武警怀化支队执勤二大队通道中队，官兵们在聆听驻地抗美援朝老兵曹
光才讲述抗美援朝的故事。连日来，该中队邀请抗美援朝老兵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用党
史、军史引导官兵传承红色基因。 刘强 黄能能 摄影报道

湖南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深入推进

守护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
通讯员 邵涵 盛一兵） 今天临近中午下班时
段， 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指挥中心一片繁
忙。11时45分，交管指挥调度平台上显示，人
民中路段拥堵“变红”，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副支队长胡海民打开手机“长沙铁骑”
APP，及时调度就近铁骑民警处置。3分钟后，
堵点疏通，民警撤离，路段清爽“变白”。

目前， 长沙市小汽车保有量已突破240
万辆，城区日均活跃车辆110万辆，交通供需
矛盾日益突出，在车辆不限号、不限购的前提
下，如何破解群众“出行难”？今年以来，长沙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契机，采取科技强警、警力下沉及
社会参与等举措，精准施策，全力疏堵保畅，
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安全感。数据显示，全市

一般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17.75%，交通拥堵
指数同比下降0.7%， 平均车速31.8公里/时，同
比上升1%。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建立警企联合实
验室，打造“人、车、路、网、云”五位一体的“交
管智慧云脑”， 一改过去传统的对讲机指派模
式，通过智慧系统，及时调度就近交警处置，处
置效率明显提升； 同时, 保障路面一线执勤警
力，全面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路面各类拥堵
源得以快速发现和排除。

长沙公安局交警支队还搭建“星城园
丁”APP， 引导群众参与随手拍有奖举报活

动 ,截至目前，已受
理 193.1 万 起 交 通
违法举报线索，发
放 举 报 奖 金 218.5
万元。

长沙交警发力疏堵保畅
全市一般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17.75%� �

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连接设备84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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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通讯员 何丽丽
记者 李伟锋）2019年中国技能大赛———中
国中车第三届职业技能竞赛10月26日至28
日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举行。

大赛共有中车集团旗下的29个企业
140名员工参加。 竞赛分电焊工、 机车电
工、加工中心操作工3个职业开展，既有理
论测试，又有技能操作，综合考验选手的知
识水平和专业技术， 其竞技水平代表了中
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的最高水平。

在机车电工竞赛中， 选手需完成200
道理论知识题目后，进行“电子电路焊接组

装与调试”“机车电气装置配盘” 等实际操
作，再登上实车进行“机车电路图识图分析
与电路故障排除”。“要在20分钟内从机车
1万多根线路中找到‘病因’，确实考验我们
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一位参赛选手赛
后告诉记者。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楼
齐良表示，对于中车而言，持续保持轨道交
通装备研发制造优势，需要培养更多的“大
国工匠”“双师型”人才、复合型技能人才，
需要打造一支庞大的技能精、作风优、敢创
新、能创新、会创新的技术工人队伍。

高铁工匠株洲比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