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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 13日讯（通讯员 陈为
卞玲飞 记者 周月桂）长沙海关今天发布
信息称，截至目前，我省通过国外卫生注册
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达到 29家次，主要出
口产品为肉类、水产品、肠衣，涉及欧盟、美
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巴西、马来西亚、新
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刚刚获得欧盟注册的平江县华文食品
公司，一箱箱鱼罐头整齐码放在仓库，随时
准备“扬帆出海”。公司外贸部门负责人苏
彻辉介绍，今年 5 月公司在长沙海关指导
下成功对欧盟注册水产罐头，立刻就获得
了德国价值 18万元人民币的新订单，预计
全年出口货值可达100万元人民币。

据介绍，国外卫生注册是海关依据相关国
家或者地区的食品生产技术规范和卫生标准，
对我国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进行检查审批，将符
合要求的企业向国外推荐注册，经相关国家或
地区审批后，才能出口食品到该国家或地区，是
产品进入相关国家和地区必备的“通行证”。

近年来，湖南的特色农产品、食品在国际
上声誉日隆，前景广阔。长沙海关发挥海关企
业协调员机制优势，积极加强宣传引导，大力
推进对外推荐注册工作，帮助我省企业提升国
际竞争力，促进我省食品出口。疫情发生以来，
该关开通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对外推荐业务
线上申请，零接触、不见面，企业申请手续更便
捷，助力企业复工达产、拓展国际市场。

积极推动食品企业对外注册
长沙海关已注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29家次，主要出口

产品为肉类、水产品、肠衣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波光炫舞”近在眼前，“旋转灯笼”提
在手里，立在地面的“孔雀开屏”“迷你坦
克”让人看得心花怒放……“真的很好玩！”
7月10日晚，浏阳市庆泰烟花集团总部，孩
子们在大人带领下燃放烟花，其乐无穷。

这些烟花，都是浏阳花炮企业当晚向
全国首次推出的“友好型城市烟花”，其特
点之一是声音小、不爆炸，火花仅在2-5米
范围内舞动。

作为中国花炮行业的佼佼者，庆泰集团
当晚不仅推出“友好型城市烟花”新概念，还
发布了国内首个城市烟花企业标准。

比国家标准要求更高、更严
什么样的烟花才适合在城市燃放？
在发布“友好型城市烟花”时，庆泰集

团副董事长黄启昌介绍，城市烟花燃放时
声音小、燃放轨迹范围小、不扰民、安全性
能高，且燃放不受时间场地限制、老少咸
宜，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

这也是城市烟花企业的目标，即根据城
市环境特点，突出产品药量小、声响小、运动
轨迹小的特色，研制符合国标个人燃放类c、
d级产品要求且适用于城市燃放的烟花，从
而实现燃放体验更安全、更有趣、更奇妙。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标准处处体现严格。
比如，对烟花燃放运动的形式、轨迹范围和安
全距离标准，规定“喷花类筒体不升空，无水平
移动，可伴有自身旋转，最大发（喷）射高度（距
离）不超过3米，手持的则不超过1.5米”。

此次发布的城市烟花企业标准，由湖
南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指
导庆泰集团制定，限定在城市燃放喷花类、
旋转类、玩具类、组合烟花 4 种类别烟花，
对产品包装、结构、药量、环保性能、燃放性
能都给出详细标准。

“城市烟花企业标准，源于行业国家标
准，实际上比国家标准要求更高、更严格。”
全国烟花爆竹标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湖南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主任黄茶香说。

发布企业标准，也是行业自律
发布国内首个城市烟花企业标准，庆

泰集团也不是心血来潮。

“标准引领质量，质量铸就品牌。”浏
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汤建军
在发布会上说，庆泰集团坚持走标准化、
品质化道路，耗时 3年制定并运行《庆泰集
团烟花爆竹产品技术标准》，率先规范“原
材料、生产工艺、生产工具、产品检验、产
品质量”5项标准，通过了 ISO9000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成为标准化行业先行者和示
范者。

“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在城市燃放
烟花的安全、环保问题越发突显，国内一些
城市采取禁放、限放措施。我们就想，能不
能做一个适合在城市燃放的烟花？”庆泰集
团董事长黄蔚德说，这些年企业有针对性
地不断研发新产品，同时摸索出一个符合
城市燃放要求的城市烟花标准，进行产品
的自我规范。

黄蔚德认为，粗制滥造的时代一去不
复返了。发布企业标准，也是一种行业自
律。推动产品自我规范、创新升级、清晰定
位，主动适应城市管理与安全环保要求，是
花炮文化不断传承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概念，引领突围新方向
浏阳烟花品种数以千计，显然，部分烟

花是不适宜继续在城市存在。
什么是友好型城市烟花？黄启昌说，友好

就是人与城市和谐共生，花炮企业致力于满足
不同层次消费群体对高品质烟花的需求，以匠
心之作，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让
烟花与城市友好相处，让安全与美丽同在。

黄启昌介绍，面对一些城市对烟花燃
放的禁限令，他们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先行
一步，研发新产品、引领新时尚，让城市与
烟花更亲近。

2005年，庆泰集团提出“小产品，大世
界”口号，吹响进军儿童消费领域的号角。
2010年以来，集中优势资源专心专注于安
全小烟花研发生产，引领行业发展。

推出友好型城市烟花新概念，也是
行业创新求变、危中寻机的生动实践。
汤建军说，友好型城市烟花产品具有适
宜于城市燃放的特点，有利于更好地传
承烟花文化，满足不同年龄层次城市人
群对烟花的需要，让大众了解和喜爱花
炮，让绚丽烟花在城市绽放，为美好生
活添彩。

“友好型城市烟花”来了
——写在国内首个城市烟花企业标准发布之际

湖南日报7月 13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闯 刘骄男）省市场监管局、省药
监局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市场
监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推出严格
药品质量安全监管、规范药品市场秩序、打
击药品领域违法行为、提升监管效能四大
举措，构建长效监管机制，实现药品市场全
生命周期、全链条闭环监管。

严格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强对药物研
制、生产、流通各环节监管，督促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确保药品质量安全。持续开展药品风
险防控整治行动，开展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监
督检查，重点对中药饮片、特殊药品、集中采
购中选药品和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进行专项
检查。强化药品抽检与质量分析检测技术支
撑，加大对不合格产品的核查和处置力度。

着力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严查原料药及药
品垄断行为，重点查处经营者垄断协议行为和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从严查处药品生产经营过
程中哄抬价格、价外加价、变相加价，药品销售中
不明码标价、捆绑搭售、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
以及公立医疗机构违反药品销售零差率政策、中
药饮片价格超出规定加价率等违法违规行为。持
续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药品领域违法行为。针对药品
领域质量安全、价格违法、不正当竞争等突出
问题，严厉打击药品领域制假售假、虚假广
告、非法经营、商业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始
终保持零容忍、出重拳、查大案的高压态势。
建立健全药品行刑衔接工作机制。

《意见》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寓监管于
服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药品生产、经
营环节所有审批事项均压缩为法定时限的三
分之二以内。加快药品信息化体系建设。建立
健全药品安全信用档案。强化信用监管，形成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局面。

严格药品质量安全监管，规范药品市场秩序，打击
药品领域违法行为，提升监管效能

湖南四大举措加强药品市场监管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每周三，是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常委、副
县长刘书军与网友约定的见面时间。

7月8日，星期三。下午4时，刘书军进入
淘宝直播平台。“蜂舞南山，开启甜蜜生活。”
刘书军手捧城步产的蜂蜜，以“猫步”出场，
引得网友哈哈大笑，订单纷至沓来。刘书军
是商务部市场建设司的一名干部，去年1月，
被商务部派驻城步苗族自治县，挂职县委常
委、副县长，开展定点帮扶工作。

脱贫攻坚，中央部委、央企、高校与贫
困群众心连心。14个中央单位对湖南20个
贫困县开展定点帮扶。他们倾力帮扶、精准
发力，帮助20个贫困县脱贫摘帽，书写了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动人篇章。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
‘朋友’——2000多岁的古丈茶。”去年5
月，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李晓鹏为古丈茶代言，邀请粉丝来
喝古丈茶。

2016年，光大集团定点帮扶古丈县，
实施茶产业帮扶项目 20 多个，帮助古
丈县发展延伸茶叶产业链。

去年，作为光大集团的“大客户”，北
京市民赵成高收到了一份“大礼包”，里
面有古丈红茶、绿茶和黑茶。赵成高说，
自己对茶颇有研究，古丈茶叶名不虚传。

将古丈茶叶作为集团“大客户”礼
品，在集团主要门店开辟消费扶贫专区，
展销古丈茶叶。古丈茶叶畅销京城。今
年，光大集团已帮助销售古丈茶叶超700
万元。

光大集团在湖南开展定点帮扶可追
溯到 2002年。从 2002年开始，光大集团
定点帮扶新化县，在该县设立光大银行
新化支行开展金融扶贫，帮助贫困农户
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资金难题，
目前已累计投放贷款6.77亿元。

脱贫攻坚以来，光大集团又对新田
县开展定点帮扶，在新田县成立新田首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探索“光大银行+龙
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支
持当地三味辣椒、油茶、红薯米、肉牛、香
猪等扶贫产业发展。

发挥行业优势，助力脱贫攻坚。包括
光大集团在内的8家中央企业，充分利用
各自所在的行业优势，对湖南 13 个贫困
县（市）开展定点帮扶，帮扶当地贫困群
众脱贫摘帽。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0 年开始定点帮扶邵阳县，设立村集
体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帮助贫困村发展
集体产业，增强“造血”功能。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从2016年定
点帮扶保靖县，投资5833万余元新建和改
造821个基站铁塔，帮助保靖县消除“数字
鸿沟”。目前，全县移动互联网全覆盖。

从山上做文章，向林下要效益。2012
年，通道侗族自治县迎来了中国林业集
团有限公司派驻的帮扶工作队，在通道
发展“连村联创”林下经济产业，种植林
下经济药材2万多亩，带动贫困群众稳定
增收。

2010 年，中远海运集团对安化县和
沅陵县开展定点帮扶。中远海运集团立
足当地资源和集团特点，帮助安化县建
设占地 10亩的“中国黑茶博物馆”，助推

“安化黑茶”走向世界。在沅陵县开发的
借母溪“农家乐协会+农户”项目，被列为
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花
垣县，将扶贫、扶志（智）相结合，激发贫
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

从 2002年开始，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利用公司品牌优势，对凤凰县
和泸溪县开展定点帮扶。在公司旗下遍
布全国的易捷店，销售两地的扶贫产品。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桂东县脱贫户
张新桂在家门口搭上了中国中铁集团有
限公司的“就业快车”。中国中铁集团有
限公司项目多，用工人数多。在定点帮扶
桂东县、汝城县脱贫攻坚过程中，对当地
村民开展挖掘机、装载机、电焊工、叉车
等技能培训，并推荐到公司项目工地就
业，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产业兴旺，脱贫有望
——联合国项目落户深山，“湘”字号

特产走出国门

夏至过后，就是百合收获时节。
7 月 10 日，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称号

的百合重镇——龙山县石牌镇，人们在百
合地里忙碌着。

龙山县百姓历来有种植百合的传统，
但“龙山百合”成为市场“爆款”，却是近几
年的事。

1995 年，农业农村部派出帮扶工作队
定点帮扶龙山县，引进国家特色农作物（百
合）良种繁育基地落地龙山县，引导中国农
科院蔬菜花卉所、麻类所，湖南省农科院等
多家单位，对龙山县百合产业提供技术支
持。从这时开始，“龙山百合”脱胎换骨，成
为市场宠儿。

去年，在马来西亚举办的食品酒店展
览会上，农业农村部牵线，“龙山百合”走出
国门，展览会上销售百合干品15吨。

规划发展农业产业，正是农业农村部
的“拿手好戏”。1995年，跟龙山县同处武陵
山脉的永顺县，也迎来了农业农村部派驻
的帮扶工作队。在永顺，帮扶工作队选取莓
茶作为当地的扶贫特色产业，协调资金新
建莓茶标准化生产基地 6600 亩，注册了

“永顺莓茶”地理标志。今年，经省政府批复
同意，龙山县、永顺县同时脱贫摘帽。

蜂蜜、苗绣、奶制品……城步苗族自治
县物产丰富，但久居深山无人识。2013 年，
商务部定点帮扶城步，引入联合国、跨国公
司等优质资源参与城步脱贫攻坚。拓展线
上销售渠道，“城步特产”全国卖火。

经商务部牵线搭桥，法国达能集团、韩
国 LG 化学、现代汽车等多家跨国企业，纷
纷来到城步开展全方位扶贫合作。联合国
发展计划署投入 600 万元人民币在城步实
施“扶贫与可持续发展项目”，联合国工发
组织投入 100 万美元在城步实施“可持续
扶贫”项目。城步也被商务部确定为国家级
农村商务信息服务试点县。

搭上电商快车，“城步特产”畅销全国。
刘书军被商务部派驻到城步苗族自治县挂
职县委常委、副县长，他带头在网上开办

“城步芝麻官”直播间，目前，已销售当地农
产品超 500万元。去年，“城步特品”在阿里
平台成交额达1145万元。

炎炎夏日，平江县童市镇石洞村道路
两旁绿树成荫。这条由财政部、省财政厅引
进德国援助项目修建的道路，成了当地村
民的“致富路”。

财政部于 1995 年开始定点帮扶平江
县。“修路，建通信基站，发展产业……北京
来的帮扶队，有‘十八般武艺’。”平江县扶
贫办主任叶剑芝介绍，去年 3 月 4 日，省政
府批复同意平江脱贫摘帽，财政部的帮扶
功不可没。

今年 4 月 26 日，在“世界知识产权日”
当天，桑植县举办大型宣传活动，引导当地
群众提升知识产权意识。从不知道“知识产
权”为何物，到现在依靠“知识产权”富腰
包，国家知识产权局帮助桑植县走出了一
条“知识产权”强县的好路子。

国家知识产权局从1995年开始定点帮
扶桑植县，先后帮扶实施项目 420 余个。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帮扶下，“桑植蜂蜜”

“桑植萝卜”“桑植白茶”等先后注册成为地
理标志特色农产品，成为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的好产业。

“教书的，既没有钱，也没有项目，如
何带领我们脱贫？”2012 年，湖南大学对
隆回县开展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工作队
刚到县里，就有村民质疑。县里陪同的干
部连忙打圆场：“大学是学知识的地方，
知识就是力量。”

充分运用知识的力量，发展教育斩
断穷根。湖南大学帮扶工作队通过送教
上门、线上培训等方式，对隆回县党政干
部、专业技术人才和致富带头人开展培
训，开拓视野。在全县实施智慧校园项
目，通过支教、结对、捐资等形式支持当
地教育发展。通过联合授课、靶向培养、
精准选送的模式，帮助 800 余名贫困学
生顺利就业，斩断贫困代际传递。

知识的力量在隆回县慢慢凸显。隆回
县白水洞村种茶历史悠久，因加工方式粗
放，没有市场和品牌意识，一直难以见效。
驻村帮扶工作队邀请技术专家指导村民种
茶，组织学校的工业设计、市场营销专业教
授开展包装设计、品牌推广，打造“虎久雾
语”茶产业品牌。原本无人问津的茶叶，经
过设计包装，成为“香饽饽”，经常卖断货。

实打实的收益，让村民开始相信知识
的力量。驻村帮扶工作队趁势而为，邀请7

个国家的110位设计师，组建“花瑶花”文
创团队，围绕隆回县滩头年画、花瑶挑花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联合创新。开发文
创产品200余款，探索出“设计创新、培训
赋能、订单生产”的文创扶贫模式，衍生多
个文创扶贫项目品牌，受到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官网推介。隆回县也因此实现文创产
品年销售额超千万元。

专家、专业“有力量”，健康扶贫防致
贫、斩穷根。江华瑶族自治县因医疗卫生
存在短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频发。

2012 年，中南大学定点帮扶江华瑶
族自治县，利用中南大学三大附属湘雅
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帮助江华瑶族自
治县补齐医疗卫生短板。

今年3月份，江华瑶族自治县贫困户
黄丁娥患急性重度颅脑损伤，需要立即手
术。手术难度大，为确保万无一失，县医院
立即开通远程智慧问诊平台，联通中南大
学附属湘雅三医院，请湘雅三医院的专家、
教授远程会诊，指导手术。手术十分成功。

建立远程智慧问诊平台，中南大学帮
助江华构建起一套立体化、全方位的“远
程医疗+”健康扶贫体系。开发了“新湘雅
移动远程医疗平台”“江华好医在线”手机
APP，建立远程心电、影像、会诊、教育 4
个中心以及“数字病区”系统，向上对接中
南大学附属的3个湘雅医院，向下互联互
通17家乡镇卫生院并向有条件的村卫生
室延伸，让远居深山的瑶乡同胞也能享受
到省城的优质医疗资源。

借助远程智慧问诊平台，中南大学开
发“线上+线下”人才医技知识“课堂”。去
年，中南大学通过线上、线下示范带教等方
式，为江华培训乡村医生260人。在中南大
学的帮助支持下，近3年，江华瑶族自治县
累计投入资金9500万元，对全县17所乡
镇卫生院、304所村卫生室实施标准化建
设，全面消除了村卫生室“空白村”。

穷在深山有人帮。14 家中央单位发
挥各自优势，出钱出力，带领湖南 20 个
贫困县的贫困群众奋力攻坚奔小康。“北
京”来的帮扶队架起了一座连心桥，中央
部委、央企、高校等单位在小康路上与贫
困群众心连心。

专家、专业“有力量”，防致贫、斩穷根
——省城名医为瑶乡同胞会诊，文创产品助力乡村脱贫

财政部定点帮扶平江县；商务部定点帮扶
城步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定点帮扶龙山
县、永顺县；国家知识产权局定点帮扶桑植
县；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定点帮扶新化县、
新田县和古丈县；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

司定点帮扶安化县、沅陵县；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泸溪县、凤凰县；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公司定点帮扶邵阳县；中国铁路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桂东县、汝城县；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花垣县；中

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定点帮扶保靖县；中国
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通道侗族自治
县；中南大学定点帮扶江华瑶族自治县；湖南
大学定点帮扶隆回县。

（整理：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发挥行业优势，延伸特色产业链
——古丈茶叶销北京，深山农民变工人

14个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的湖南20个贫困县

7月 2日，商务
部派驻城步苗族自
治县挂职县委常
委、副县长刘书军
（左一）在红薯地里
做直播，推介红薯
干、红薯面等产品。

通讯员 摄

助
脱
贫
稳
增
收

7月13日，江永县松柏瑶族乡龙洋村，村民在扶贫车间加工校服。近年，该县引导劳动密
集型企业在全县26个村建成32家扶贫车间，为1360余名贫困村民提供就近工作岗位，确
保他们持续增收。 田如瑞 摄

7月5日，光大集团派驻古丈县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秦纲
（右）在古丈县墨戎镇翁草村贫困户龙安信家中走访，了解生产生
活情况。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