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实施“最严厉的处罚”3

截至目前，校园食品安全方面，全市已
新建“明厨亮灶”学校食堂153家，赤壁市、崇
阳县、嘉鱼县学校食堂“明厨亮灶”覆盖率已
达到80%以上，其余县市区也将于11月底前
完成“明厨亮灶”建设要求。保健食品方面，
共出动执法人员5312人（次），检查保健食品
生产经营主体2393家（次）。农产品质量安
全整治方面，共检查农业生产经营主体366
家次，检查农资门店475家次，责令整改农、
兽药经营门店42家、取缔无证照经营门店
21家，取缔无证照生猪屠宰企业10家。

据了解，下一步将进一步强化监管力
度，深入开展食品监管执法人员大学习、大

培训活动，提升监管执法素质和能力；以食
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校园食
品安全、农药兽药残留监管、打击食品非法
添加、餐饮服务环境卫生监管等为重点，继
续深入开展联合整治；加强市场监管、农业
农村、公安、检察院、法院之间协调协作，做
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高效衔接，建立良
好沟通协调机制。

进一步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将“最严厉
的处罚”落实到食品安全行政执法、刑事司
法各个环节；依法严厉打击食品违法违规
行为，落实制假售假直接入刑和违法行为

“处罚到人”。

2 四个阶段整治食品安全

新闻追问
问安全

我市是如何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
联合行动呢？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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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全面排查，对食品生产经营者、
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主体资格进行摸底
排查，登记建档、动态管理；充分利用网
络、广告、直销监测平台，梳理保健食品虚
假宣传、虚假广告、违规直销、标签标识不

规范等问题，开展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的专项监督检查；督促学校及幼儿园开展
自查，对供餐单位开展监督检查；对农产
品和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主体进行清理
检查和暗查暗访，对蔬菜、禽蛋、猪肉、水
产品等重点品类开展监督抽检，全面排查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基本情况。

集中整治，针对排查中发现的突出问
题，加大整改和查处力度。重点打击“山
寨乳制品”、农村及校园周边“三无”产品、
假冒伪劣保健食品、假劣农药兽药等，着
力消除问题隐患；严查无证无照生产经
营，打击“黑外卖”，压减生猪屠宰企业数
量；坚决查处食品、农产品违法行为的组
织者、经营者、获利者；曝光一批典型案
例；针对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硬骨头”，
完善企业自我承诺、自我声明、自查报告
等履行主体责任的制度机制，推动制假售
假直接入刑，推进建立农产品产地准出市
场准入衔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等
机制和制度，推动建立长效机制。

多部门联合开展行动1
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

诉中心接到群众匿名举报电话，举报温泉
茶花路有一家地下工厂屠宰死牛。经温
泉监管所调查后，已将该屠宰场所查封。

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群众举
报，调查后发现赤马港周画岭路有一家无
证加工猪肉制品的“黑作坊”。10 月15 日
早上6点30分，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
该市公安局组织执法车辆6辆、20多名执
法人员对藏匿于周画岭二组破旧老房子
里的肉制品作坊进行突击检查。

该作坊正进行着生猪肉的处理和加
工，灶台上黑烟滚滚，食材和工具随意堆
放在地面，脏水淤积，刺鼻的气味扑面而
来。执法人员随即对其生产环节进行摄
像取证，责令停工接受检查。

经查，该作坊未办理生产经营许可
证，执法人员立即对该黑作坊进行查封，
现场扣押生产加工工具及猪头80个、猪肉
330kg、工业松香12kg。

记者从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9
月中旬到11月底，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
局、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开展整治食
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食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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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查处保健食品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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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中旬以来，我市开展了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整治什么，如何整
治，下一步工作措施是什么？

如何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通讯员 江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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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赤壁网挂G【2019】26-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咸宁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等有关规定，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湖北省赤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19年11月8日至2019年12月12日在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赤壁网挂
G【2019】26-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赤壁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就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出让地块的详细规划条件以赤壁市
城乡规划局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为
准。（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参加竞买（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均可通过网
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投所
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
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
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不
设底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湖北省咸宁市国土
资源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
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方可参加
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出让规则》、《咸宁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操
作说明》和《赤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人可登录咸宁市
国 土 资 源 网 上 交 易 系 统 （http://
219.139.108.3/GTJY_HBXN/）查询。申请人

可于2019年11月8日至2019年12月10日在
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
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纳保
证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10日下午16:00
时，

G[2019]26-1号网上报价时间为2019年
11月30日上午8时00分到2019年12月12日
上午10时00分止，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
人表示愿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自动转入网上
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储备交
易中心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不另行组织现
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
自行现场踏勘。

八、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网上交易系统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困难，
请在分清问题类型的同时，与下列有关工作人
员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咨询电话：
石先生 0715-5889579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
江女士 15629968858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O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本报讯 通讯员唐勃报道：为加强高投
集团项目建设及承租企业消防安全意识，提
高消防安全知识，10月31日，高投集团重资
产公司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和消防支队，在智
能制造项目部现场召开了消防知识警示教育
培训。银广厦、波利马、宏捷电、荣盛置业等
14家企业共30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活动。

培训会首先传达学习了中央、省、市对
近段时间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会议强调：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树立安
全第一的思想理念，切实在思想上，行动上
担负起安全生产责任；二是要强化安全生产
管理，企业要加大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力度，
掌握必备的安全生产技能，做到熟记于心；
三是要聚焦重要环节，进一步健全制度、落
实责任，加强风险排查和隐患治理；四是要
积极落实整改，针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要
明确时间节点，对标对表整改到位，推动企

业标准化建设。
会后，消防支队培训人员根据发生在身

边的火灾案例进行培训，培训主要从消除火
灾隐患、扑救初期火灾、组织疏散逃生、消防
安全教育等四个方面展开，并从防火器械使
用方法、逃生自救技巧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示
范，对易发火灾种类和起火原因、预防火灾
的基本常识，火灾的发生、发展、熄灭的基本
规律进行了培训讲解。

消防警示教育培训后，各参训单位纷纷
表示，将进一步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
将安全生产工作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
到行动上，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

高投集团开展消防警示教育培训

咸宁高投集团
XIAN NING HTI GROUP

周勇同志：
您于2019年10月14日至2019年10月28

日未办理假期申请手续而擅自脱离派遣岗位，公
司决定于2019年11月1日与您解除劳动关系，
特此公告。

湖北咸宁大鹏劳务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8日

公

告

近日，在赤壁市营里小学，赤马港中
队指导员郑武正在用生动活泼的语言给
同学们讲解如何安全过马路、交警手势、
认识常见的交通安全标志标线,让同学
们懂得走人行道、斑马线、靠边走、注意
力集中等交通安全知识。

为加强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预防
和减少儿童道路交通事故,今年,赤壁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以赤壁营里小学、英才
双语学校为试点，开设交通安全知识培
训素质班，从各年级、班级中抽调优秀学

生做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小代表，每月定
期开课，给孩子们培训交通安全小常识，
通过以点带面，小范围大影响的方式，让
交通安全常识深入孩子的心。

交通安全知识培训素质班目前只在
赤壁营里小学和英才双语学校试点开
班，今后将逐步在辖区各中小学校及幼
儿园推广增开，通过素质班的培训，从小
培养孩子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打造道路
交通安全携手共建、齐抓共管的新格
局。 （彭海社 朱敏 龙晓）

赤壁交警深入学校开展交通安全培训

湖北鼎沣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桂泉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5360001879802，账 号 ：
42050169865000000264，特 声 明 作
废。

王璐遗失湖北锦源置业有限公司
6- 502 号 房 首 付 款 发 票 ，编 号 ：
07186818，特声明作废。

肖传胜遗失咸安区双溪桥镇易晋
养殖场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22301800028937，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富利康校园商贸有限公司

遗 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212020023209，特声明作废。

潘 长 春 遗 失 残 疾 证 ，证 号 ：
42230119750624491362b5，特声明作
废。

湖北薪胜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咸宁泉东支行基本存
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360001327201， 账 号 ：
17680301040007659，特声明作废。

杨帆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
书，原证编号：1608637，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县中医崇阳县中医
院骨伤科院骨伤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92019】】（（广告广告））

公园内建加油站是否合理
部门：已详细答疑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龙潭河湿地公园内建设加
油站，不知道是否合理，希望相关部门能重视处理。

针对该网民所反映的情况，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原龙潭加油站位于咸宁大道淦
河大桥旁，于2011年建成投产。因中央环保督查及
综合考虑淦河大桥消防安全等因素，加油站必须关
停。依据2016年12月6日召开咸宁市人民政府专
题会：“由原市城乡规划局牵头，市城发集团、市商务
局配合，按照有关规划要求，在咸宁大道延伸线或周
边区域另行选址规划，现淦河大桥旁加油站土地由市
城发集团进行整体置换，由中石化咸宁分公司新建一
座加油站。”由原市城乡规划局会同市城发集团、中
石化咸宁分公司，拟定了该加油站现选址方案。

2018年2月8日咸宁市城市规划（建筑）方案专
家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咸宁市龙潭河湿地公园
规划”中已明确布置该加油站用地。

2018年6月19日、2019年1月22日，省商务
厅、市商务局分别批复该加油站建设计划。2019年
2月12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理该地块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并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龙潭
加油站的批前公示。

企业夜间飘出刺鼻气味
部门：已采取措施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自己居住在咸宁高新区创业
公寓，每天晚上都能闻到一家企业排放的刺鼻气味，
已持续几个月了，希望相关部门能重视处理。

对此，高新区环保分局高度重视，迅速安排监察
人员进行调查。相关工作人员回复，10月28日晚经
现场调查核实，刺鼻气味来源于黄鹤楼酒业（咸宁）有
限公司5个酿造车间，为夜间煮酒散发出来的蒸气，
且高新区创业公寓与黄鹤楼酒业（咸宁）有限公司距
离较近，仅有一条青龙路之隔，故气味扰民问题属实。

高新区环保分局要求该企业迅速调整5个酿酒
车间的生产时间，把夜间酿酒改为白天酿酒且分期
分批生产，加强蒸气控制，避免5个车间同时生产；
将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臭气浓度进行监测，若检
测结果超标，责令该企业采取长效机制，对酿酒车
间蒸气进行收集净化处理；责令该企业加强环境管
理工作，定期开展臭气监测，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
排放，同时做好对周边居民沟通与宣传。

下一步，该局将加强环境监察执法力度，严格
履行环保监管责任，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切实维护
群众合法环境权益。

建筑工地夜间施工扰民
部门：严格落实施工规定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城区一号桥附近水岸华
庭建筑工地夜间施工扰民。

该网民表示，水岸华庭建筑工地有时候施工至
半夜，天没亮又开始。前段时间更是通宵施工，10
月29日当天就开展了通宵施工。作为住在附近的
居民，晚上两三点被吵醒，四五点又被吵醒，本来生
活压力就大，如今连正常的休息都不能保证，希望
相关部门能帮助解决。

对此，市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该局
支队在水岸华庭建筑工地施工前已经收到夜间施
工的申请。该工地前段时间因落实军运会期间建
筑工地停工的通知精神，积累了大方量的商砼没有
浇筑，建筑工地开工后，因所浇筑的方量大，施工工
艺不能停等原因，申请了夜间施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条，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内，
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
但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特殊需要
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

下一步，该局将要求该工地严格落实晚上22:
00至早上6:00点之间禁止施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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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教育的多姿多彩

11月5日，在咸宁市浮山学校的法治
实践基地中，一堂特殊的“审判”正在进行
中。

来自903班的陈晗雪担任此次“未成
年人伤害案”的“审判长”，在“法庭”上，与
其他同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是浮山学校推出的模拟小法庭。副
校长陈浩说，思想道德建设不是死板和呆
板的，而是要在接地气中，让孩子们得到深
入的教育，只有这样，才会有效果。

除了模拟小法庭外，浮山学校在思想
道德教育建设中，还推出了另外三个富有
特色的举措。

学校围绕进支部、进教师、进班级、进课
堂、进课程、进团队、进家庭、进社区展开，通
过组织丰富多彩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活动，

营造廉洁从教的教书育人环境，培育师生敬
廉崇洁的价值观念。一个富有特色的校园
廉洁文化教育体系正在该校形成。

学校建成了小交警室，让每名学生到
小交警室体验交通安全的重要性，让学生
接受基本的交通法规教育。通过让学生唱
安全歌、读交通安全三字经、制手抄报和交
通标志牌、学习交通手势、做交通安全志愿
者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培养一名小交
警，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辐射整
个社会”这句话落到了实处，产生了实效。

全媒体时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如果一味只采取说教灌输往往收效甚微。
为了提高学生的思想德育素养，学校借助
皮影客创意动画制作软件，创新德育教学
工作手段，教师指导学生以小组探究形式
制作自己喜欢的动画，宣传交通安全、文明
礼仪、团结友爱、家庭美德、网络文明、社会
公德、市民守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国梦等。学生在制作动画过程中对良好道
德品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思想道德认识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道德素养真正得以提升。

一所学校的华丽转身

11月5日，今年以咸安区中考第一名
的成绩考入鄂南高中的王瑞嘉告诉记者：
浮山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让自己形成了
良好的做人品格和学习习惯，也让自己实
现了学习成绩的完美“逆袭”。

副校长吴浩介绍，为每个孩子量身定
制发展目标，制订不同的发展规划，采取不
同的发展方法，充分张扬学生的个性，让学
生自由、快乐、健康成长，这是学校的首要
目标。

通过开展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培养了
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校园内
没有一个垃圾桶却看一到一片垃圾，上下
楼梯井然有序，下课乱跑乱叫早已绝迹，进

了教室就读书、看书、做题再也不用老师天
天说教等等……这些文明举止正彰显着学
校的惊人蜕变。

随着学生思想素质的提升，学生的学
习热情得到了激发，学习目的更加明确，学
习效率也更高了，会学习、肯学习、爱学习
的孩子越来越多。课堂教学不再是一潭死
水，“以生为本、以学为本，真学真教”的课堂
正逐渐成型。学校的教学质量也随之得到
巨大提升，参加省市级各类竞赛的获奖层次
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多，信息技术、创客、
艺术教育多次受到上级表彰，教育教学质
量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高度认可。

2018、2019年学校连续两年位列全区
综合质量评估三甲，2018年学校被评为全
省“法治建设示范学校”，2019年被评为全
国“班级文化建设先进学校”，久久为功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进了咸宁市浮山
学校市级示范学校的进程。

小课堂 大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