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后厨是否洁净、食材如何清洗、餐具是否消毒一目了然……
一边在餐桌前享用美味，一边看到后厨的操作情况，这是被称
作“明厨亮灶”工程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自2015年起，长沙大力实施“明厨亮灶”工程。随着市民对
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明厨亮灶”不断升级。今年以来，
长沙全面推行“互联网+明厨亮灶”，通过建立完善信息化智慧
监管平台，为食品安全织牢防护网。

食品加工24小时监控，不规范操作自动抓拍

6月16日下午5时左右，长沙市明德中学食堂一楼售卖间
内，工作人员戴着口罩、手套，忙着将各式菜品摆上窗口，等待
学生放学就餐。

在此之前，后厨蒸煮间、荤切间、面点间等早已各司其职，
完成食材准备。准备工作忙碌了好一阵，厨房地面仍整洁光亮，
工作人员来回踱步，将各种厨具收拾归位。

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远程监控视频，以上作业画面被
实时传送至大屏幕，呈现在记者眼前。

长沙市“互联网+明厨亮灶”远程视频监管平台是我省首个
且唯一智慧食安监管系统，该平台以“远程监控+数据传输+大

数据分析”处理模式，利用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对餐饮单位
运行情况实行24小时“线上”监控。只要出现未戴口罩、

厨师帽等着装不规范现象，以及厨房操作人员违反规
定在特定区域抽烟、有老鼠进入店内等，平台将实时

捕捉重点抓拍，同时发出语音警示，提示整改。预
警信息通过手机APP同步传输，市场监管人员
可随时查看和回看。

5000余家单位食堂、
餐饮厨房安全“无死角”

近年来，长沙加大推进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工作力度，目前，全市已有5000多家餐饮单位接入“互
联网+明厨亮灶”远程视频监管平台，全面覆盖大中小

学、幼儿园、机关、医院、养老机构食堂及酒店厨房等。
记者通过远程监管平台随机抽查天心区发现，长郡外国语

实验中学、雅礼外国语学校、桂花坪小学等学校食堂工作人员
全部佩戴口罩，各项食品安全规范基本落实到位。

今年，受疫情影响，校园用餐问题尤其紧绷。记者到学校体
验发现，接入智慧食安监管平台后，任何人以非工作人员身份
无法进入学校后厨，否则会响起警报。此外，平台智能门禁系统
实现多人测温，能有效保证食堂环境安全。

“校园食品安全问题，不能有监管死角和盲点。”天心区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建设意义重大，
为校园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提供了强大助力，对于出现问题未及
时整改的学校，教育局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或处罚。

从过去的“店内设屏、店内监看”，到手机终端随时随地可
查，借用信息化手段，食品安全监管由“事后举证”转变为“事前
预警”“事中干预”，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有效降低。

平台手段创新升级，外卖或将纳入智慧监管

除了在店堂食，线上订餐是时下流行的消费方式,尤其庞大年轻
群体享受这种便捷的餐饮服务，这给食品安全带来新的管理难度。

“外卖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没有门店，有的甚至连经营
资格也没有。”长沙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管处负责人
表示，涉及群众健康安全的领域，不能完全寄托于生产经营者
的自觉，而必须有相应的配套监管措施。

当前，长沙市场监管部门已推出相应的管理措施，将餐饮、食品
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结合“智慧监管”模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保证不吸毒，

不贩毒，不种毒，积极参加禁毒斗争

……”永州市长丰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们

在缉毒警官带领下高举右手，庄严宣誓。

为了进一步加大禁毒宣传工作力

度，普及毒品预防教育知识，倡导健康、

绿色、阳光、文明的生活方式，6月19日

下午，永州经开区宣传部、社会发展局、

永州义工协会联合举办的“参与禁毒斗

争，构建和谐社会”主题禁毒宣传活动

走进了校园、社区。

缉毒警官现场讲解毒品的各种危

害，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展板区、发放禁

毒资料、毒品样品展示。参加活动的永

州义工协会志愿者们在小学、街道社区

等地给学生、街道居民现场发放《珍爱

生命·远离毒品》禁毒宣传手册 5000

余份，号召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主

动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努力形成禁

毒的社会合力。

“学校要积极参加永州创建全国禁

毒示范城市活动，大手牵小手，做到校

园无毒，家庭无毒。”长丰小学负责人表

示。通过此次禁毒宣传活动，引导广大

群众树立“拒绝毒品，珍爱生命”的意

识，提高他们认识毒品、远离毒品、抵制

毒品的能力，强化对涉毒犯罪预防教

育，使学生、社区居民加深了对毒品危

害的认识，动员街道居民依法履行禁毒

义务，积极参与禁毒斗争，自觉抵制毒

品。为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支持

和参与禁毒工作的浓厚氛围。

永州经开区下一步将禁毒宣传带

进单位、家庭、娱乐场所、社区、农村，同

时开展好禁毒宣传月活动、娱乐场所禁

毒集中宣传活动等多项集中宣传活动，

以此形成禁毒宣传长效机制。

（郭东灿）

永州市经开区“参与禁毒斗争·构建和谐社会”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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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陈生真 龙涛)6月14日，吉首市
举行招商引资大会，吉首市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大型电商基地建设、30万头生猪
养殖、常绿湘西梦想小镇等15个项目成功签约，涉及科技环保、商贸物流、农业产

业、基础设施等领域，总金额53亿元。
签约现场，伟光汇通集团吉首公司总经理粱端谈起吉首投资环境,向记者

感叹：吉首市境优、巢好、凤来仪！该公司2018年5月与吉首经开区签订合作
协议，打造乾州古城·湘西秘境特色文旅小镇。项目协议签订、选址落地、

营业执照注册、场地三通一平、报建手续办理等，仅花了半年时间。“各
方面工作都非常顺畅，使我们増强了投资信心。”粱端说。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友阿武陵国际商业新城总经理王胜。2019年
3月，友阿集团与吉首市政府签署投资框架协议，在吉首经开

区高铁新城投资80亿元，建设占地1600亩的友阿武陵国际商业
新城。项目从摘牌到招商营销中心开放，只用4个月时间。

吉首市充分利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
机遇，积极打造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2019年新增入园企业15家，新增规模
以上企业4家。同时，吉首市开展诚信、透明招商，并出台一系列扶持和奖励
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措施，通过开展联企帮扶及金融支持力度，
在税收减免、用工补贴、租金减免、水电费缓缴、信贷支持等方面,给企业开出100余
条优惠政策。

好环境引来众客商。2018年以来，吉首市共落地实施招商引资项目60个，总投
资400亿元，累计为招商引资项目供地3000多亩，帮助企业对接用工6.2万余人
次。

境优巢好凤来仪
2018年以来,招商引资项目60个，总投资400亿元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刘跃兵)6月16日，宁远县人民医院小区古木参
天，绿树成荫，地面干净整洁，车辆摆放有序。小区党支部书记鲁菊英等党员，正
义务陪守着行动不便的老人晒太阳、聊天。这个原来乱搭乱建、垃圾乱放的老旧

小区，如今呈现出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
宁远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实施“党建+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由县住建局牵头，各街道作为业主单位，将一个个老旧小区改造
成为环境优美、邻里友善的和谐小区。

选优配强小区党组织书记、支部委员、楼栋长。到目前，全县共
成立 95 个小区党支部，326 个楼院党小组配备党员楼栋长 968

名。他们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发挥了带头示范作用。人民医院小
区改造，鲁菊英等主动征求群众意见，二栋党员兼楼栋长刘

土清带头拆除搭建的木板房。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带动
小区仅一个月时间便完成了改造。

持续推动“党建+老旧小区文化建设”。在改造小

区设施设备的同时，该县利用小区内的休闲空间、公用设施等，建
设党建主题小游园等文化设施，创建群众阅览室、4点半学校等公
益平台，传播正能量，服务小区居民。宁远一中小区改造后，原来阴暗、潮
湿的小区实现透绿、开阔，小区党员主动义务巡逻、辅导小区居民子女学习,小
区呈现和谐安宁。

各小区党支部结合小区实际、居民需求，坚持开展“一月一主题”健身康养、
文体比赛、民俗表演等活动，引导小区居民形成“家园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共促
小区文明建设。近年来，税苑小区实现无上访、无民事刑事案件发生。

到目前，宁远县改造完成33个老旧小区，改造后的小区居民满意度达到95%
以上，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幅提升。该县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工作进入全省先
进行列,受到表彰。

实施“党建+”工程，共建美好家园

老旧小区换新颜

实行“网格化+居民联防邻里守望”
的社区治理机制

汝城创新社区治理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祝志方）6月15

日，汝城县卢阳镇文塔社区党支部书记何德林，组织社区干部、网
格员、志愿者等深入开展卫生大扫除，并对社区外来人员进行排
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至目前，文塔社区无一例确诊病例发生。

汝城县现有23个社区。近年来，为破解社区“谁来治”“怎
么治”“治什么”的难题，该县在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创新
实行“网格化+居民联防邻里守望”的社区治理机制。该县把11
个社区划分为226个网格，每个网格选出一名网格员，负责网
格内巡逻值守、隐患排查、矛盾化解等工作。同时，引导各社区
制定管理规定，成立互助会、志愿服务组织等，积极参与社区治
理。让居民用自己制定的制度管理自己，形成人人遵规守约、共
建文明新社区的良好风尚。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县发动社区网格员、楼栋长、
党员、志愿者等积极参与防控。通过群防群治、联防联动，筑牢社
区防控堡垒。各社区互助会积极开展爱心捐赠活动，走访慰问困
难居民。九塘江社区东旺雷锋志愿服务队，对遇到意外或重大疾
病等困难居民积极伸出援手，居民间互帮互助蔚然成风。

据介绍，目前，该县濂溪社区、绣衣坊社区跻身省级民主法
治示范社区，九塘江社区被评为市级文明社区。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易达 杨晶 杨昌平）6月21
日，洪江市交通运输局提供的一份
材料表明，该局与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洪江市支公司合作
一年来，洪江市境内所报案的68处
乡村水毁灾害点全部得到快速修
复，结案并赔付到位，确保了群众交
通出行便利和生命财产安全。

洪江市是典型的山区市，境内
乡村公路水毁灾害隐患点多。洪江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公路养
护管理，不断深化工作改革创新。从
2019 年开始进行农村公路财产保
险工作，充分利用保险部门的社会
杠杆作用，按照水毁修复实现简化
程序、提高效率、保证质量的目标，
授权洪江市交通运输局与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洪江市支公
司进行洽谈，并于2019年6月30日
签订一年的保险合同，对辖区内
1300余公里的农村公路进行投保。

2019 年 12 月 16 日，洪江市铁
山乡铁山学校组因暴雨导致公路塌
方，导致公路挡土墙损坏，接到报案
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洪江市支公司查勘员第一时间到
现场进行查勘、估损。3天后签订修
复合同并开始施工，当年 12 月 30
日顺利完工。在 2020 年 1 月 5 日修
复工程验收完毕后，仅用 3 天就由
保险部门赔付到位。洪江市交通运
输局局长易尧告诉记者，这样类似
工程过去通常需要好几个月时间甚
至一年才能恢复正常，现有了保险
公司的参与合作，一般水毁工程都
能在 1 个月左右实现快处快修，并
消除了工程款拖欠现象。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通讯员 童坤 施祥 记
者 鲁融冰）“做梦都没想到，我也能拥有一套自
己的新房子！”6月20日，汉寿县百禄桥镇贫困户
熊红山，拿到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不动产权证
书，成为该县首个取证的安置户。

熊红山患有慢性病，常年吃药，生活困难，且
住在半山腰，出入不便。汉寿县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实施以来，熊红山等困难群众被列为安置对
象，由政府统一规划选址，解决住房问题。新家有
80 平方米，两室一厅，设计合理，还有一个干净
整洁的卫生间，熊红山和妻子非常满意。

“针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安置对象，我们
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上门提供服务。”
汉寿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陈书先表示，将尽快
把不动产权证发放到搬迁群众手中，给他们吃上

“定心丸”。
目前，全县2124户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户中，

分散安置的 1473 户正在有序发证，集中安置的
651户已完成登记审核程序，办理率达100%。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王希台

57岁的傅炳乾当过国企职工，下海经商
从事过公路桥梁工程建设，还当过“煤老板”。
商场博弈多年，人生几经沉浮，辛辛苦苦积累
的资本亏损了一大半。

2016 年，年过半百的傅炳乾回到家乡
——湘乡市毛田镇万洲村，变身“新农人”，将
荒山披上“绿衣”，带领村民重拾茶叶生产加
工产业，向绿色要效益，向生态要发展。

“每天五六点钟起床，爬到茶山上远眺水
府风景，呼吸新鲜空气。”6月17日，在湘乡水
府庙库区边，傅炳乾的茶场满山苍翠，一座现
代化茶叶加工厂房正在加紧施工。

2016 年，傅炳乾关掉吉首的煤矿后，决
定回乡创业当起了“茶掌柜”。通过流转 660
亩老茶园，开辟新茶园、果园各400余亩，成
立了湘乡市香妃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傅炳乾介绍，毛田镇位于水府庙水库库
区，茶叶产业历史悠久，相传万洲村出产的茶
叶曾是朝廷贡品。上世纪70年代，全镇农户
几乎家家有茶园、户户种茶树，曾是湘中地区
最大的乡镇级茶叶出产地。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毛田镇茶叶
产业逐渐沉寂，茶厂、作坊相继关门。之后的
20 多年，村民们由“靠山吃山”转为“靠水吃
水”。

在狠抓“退出网箱养鱼”过程中，当地政
府积极引导村民谋求新出路。其中之一就是
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动员在外打拼的
老乡回乡投资，带领村民重拾茶叶生产、加工
产业。

傅炳乾的香妃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按
照“合作社+农户+基地”发展模式，鼓励贫困
户以土地、资金入股，实现稳定增收，不断提
高种植户抵御风险能力，形成种植、制茶、销
售产业链，有力带动全村群众增收致富。

“在湘乡市供销合作总社的技术指导和
扶持下，提质改造升级老茶园1200亩，新建
茶园487亩，水果种植400亩。”傅炳乾说，合
作社立足当地，采用产业培训、收购产品、流
转土地、聘请务工、土地入股、利益分红等方
式，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帮助困难群
众脱贫致富。

“每年发放劳务工资近50万元，与当地
80多户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其中移民3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24户。”傅炳乾说，合作
社的1687亩标准优质高产茶园达产后，平均
每年每亩可产名优茶18公斤、普通茶400公
斤，年产值达576万元。目前，茶园直接创造
就业岗位180个，辐射带动就业人数500人，
帮扶贫困户年增收3000元。

“煤老板”变身
“茶掌柜”
——湘乡“新农人”向

青山绿水要效益

长沙全面推行“互联网+明厨亮
灶”，5000余家单位食堂、餐饮厨房
实现智慧监管——

“舌尖”安全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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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力保实现“全域Ⅱ类水”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戴鹏 见习记者 颜青）记者6

月22日从株洲市总河长会议获悉，该市启动“河长制工作创新
年”活动，瞄准实现“全域Ⅱ类水”建设目标，全力打好水污染防
治“组合拳”，这是该市继近年跻身全省河长制工作先进行列之
后推出的又一有力举措。

近年来，株洲全域水质持续向好，3个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
良率达100%，成功创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今年，省河长办
对株洲的基层河长制标准化建设、渌水省级样板河和智慧河湖
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寄予厚望。

株洲市在基层河长制工作标准化建设方面，强化乡镇（街道）
河长制“一办两长两员”建设，全面启动全市104个乡镇（街道）河
长制工作标准化建设。为确保实现“全域Ⅱ类水”目标，株洲市持续
推动建立健全由市公安部门负责执法保障，市生态环境、水务、交
通、畜牧部门轮流牵头巡查执法的河长制“4+1”轮值巡查执法机
制，加大督察暗访工作力度，切实发挥考核问责“指挥棒”作用。

果蔬套种
增效益
6月20日，津市药山

镇三新垸村梦圆果蔬合
作社，农民在采摘西瓜上
市。近年，该合作社在大
棚里实行西瓜、沃柑、蔬
菜套种，提升经济效益。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通讯员 杨金蕾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