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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通山县正式向省食安
委申请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县。2021年3
月，省食安办批准同意通山县开展第三批
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今年以来，通山县
严格坚持“四个最严”要求，采取三项措
施，积极推进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工
作。

强化常规食品安全监管。一是认真
落实党政同责，把食品安全工作责任落实
到县委、县政府各个分管领导和各乡镇、
各部门领导的肩上，形成齐抓共建的良好
局面。二是压实餐饮单位和相关企业的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对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的定期摸查，分类建档，科学监
管。三是充分利用食品安全快检车和综
合快检设备，强化食品安全预警。2021
年共完成年度监督抽检样品762批次、
快速检测4950批次。四是持续开展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食品生产企
业、大型商超、冷链食品经营户为重点对
象，以养老机构、校园及周边、网络订餐
为重点领域，以“两会”、中考、高考、景区
旅游旺季为重要节点，以食品采购、加工
制作为重点环节，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农贸市场禁止活禽宰杀售卖、长江禁渔、
环境卫生百日整治为重点抓手，多次开
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确保了中考、高
考、旅游旺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
食品安全。

积极实施有第三方参与的智慧监
管。去年以来，该县积极响应市市场监管

局的工作部署，与浙江易优特公司合作，
投入457万元建设“互联网+智慧监管”
食品安全监管平台。计划通过三年时间，
把智慧监管覆盖到全县规模以上（100平
米以上）餐饮单位、机关食堂、养老机构和
救助机构、托幼机构等400家单位。易优
特公司聘请的第三方监管“单兵”，每日通
过平台线上抽查、线下巡查的方式，对域
内餐饮单位食品安全工作进行监管，发现
问题立即反馈给市场监管部门督促整改
或处置。

此外，易优特公司还每月出具专门的
食品安全分析报告，对全县食品安全形势
作出研判，提出下一步的工作建议，使全
县的食品安全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努力
方向。截至目前，该县通过智慧监管平
台，共排查餐饮商户1800余家次，发现大
小食品安全问题隐患1333个，点对点完

成问题闭环处置1258个，处置率98%。
聘请省食安协会专家指导创建。为加

快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进度，避免在
创建过程中走弯路，2021年5月，该县又
与省食品安全协会签订了合作协议。聘
请该协会对该县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
县工作进行全程指导。该协会每周至少
有1名专家或工作人员常驻县市场监管
局，梳理、指导该县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
工作，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合作之后，该协会对该县食品安全情
况进行了初步调研并形成了调研报告。
根据《湖北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评
价细则（2021版）（试行）》文件，结合该县
实际制定了《通山县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
评价细则》，提出核查材料建议178条，使
该县食品安全工作能精准发力，有的放
矢。

通山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
○ 通讯员 石义涛

他，是一名身手矫健、举动敏捷的退
伍战士；他，是一名应急处突、英勇善战的
特战尖兵；他，就是通山县公安局特巡警
大队机动中队辅警——陈贤文。

维稳处突履职责
现年28岁的陈贤文，2016年从武警

部队退役后进入通山县公安局工作，成为
特巡警大队的一名队员。

特巡警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打
击违法犯罪不可替代的“尖刀”和“拳
头”。强化社会面管控、遏制可防性发案、
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是特巡警
的重要工作职责。

近年来，通山公安为加强城区社会面
管控，实施常态化屯警街面，实行车巡步
巡、动态与定点相结合，动中备勤，动态巡
防，最大限度提高街面见警率和管事率，
提高震慑力和控制力。

今年4月18日凌晨，陈贤文带领特

巡警机动三班队员，驾车巡逻至城区新城
大桥时，两伙青年吃完夜宵借酒闹事斗
殴。陈贤文见状，迅速与队员上前制止，
对为首人员进行控制后移交辖区派出所
处置，对其中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后通知家
长接回。

去年汛期，王明璠府第房屋进水，桥面
被淹，水势汹涌，从上游冲下的柴草和杂物
堵塞桥洞，汛情告急！万分危急关头，陈贤
文挺身而出：“我是党员，让我上！”他用绳
子拴在腰部，只身涉水前往排险，一点一点
把堵塞物全部清理，畅通了洪水，保护了人
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去年4月，大路乡一小孩不慎溺水身
亡，死者数十名家属多次进行闹访，严重
扰乱了单位正常秩序。通山县公安局果
断处置，陈贤文和特巡警队员将9名为首
闹事者带离现场，有效平息了闹访事件。

维稳处突履职责，紧急关头出奇兵。

多年来，哪里有应急突发事件，哪里就会
出现陈贤文和特巡警队员们的身影。

苦练精兵谋打赢
招之即来，战之能胜，是作为担负特

殊任务的特殊警队——公安特巡警队伍
的目标要求。警务技能训练是提高队伍
战斗力、加强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

特巡警大队作为应急处突的重要力
量，随时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只有平时
刻苦训练，才能在战时保持足够的战斗
力，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陈贤文明
白，只有经过实战训练，才能提高实战能
力；只有历经磨难，才能百炼成钢。

近年来，陈贤文与特巡警队员先后组
织了多次武装长途奔袭、负重急行军、丛林
搜索等多个科目训练，不断挑战体能极限，
以能打必赢磨砺通山特巡警的金字招牌。

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既是特巡警的

优良传统，也是刚性要求。作为公安部队
的“警中军”，特巡警队员每天从起床早操
到熄灯就寝，从内务整理、警容风纪、教育
训练、执勤纪律等方面，全时动态管理，及
时纠偏纠错。

陈贤文是一名退役武警战士，有一定
的武术功底。在日常训练中，他发挥党员
表率作用，主动教授战友们防卫与控制技
术，尤其是对实际情况中揪衣服、扯头发、
抱腿等行为，进行快速解脱与控制针对性
训练，提升实战能力。

同时，他积极参加市内外特巡警比武
竞赛。在2020年全市特巡警大比武活动
中，陈贤文和战友们取得警棍术、队列礼
仪团体前三名的好成绩。

“着眼应急处突实战需求，不断摔打锤
炼特战队员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切
实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为民，首战用我，用
我必胜！”特巡警大队长宋文豹坚定地说。

处突“能手” 特战“尖兵”
——记通山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机动中队辅警陈贤文

○ 通讯员 柯国强

拿地即开工

通山实现“五证同发”
本报讯 通讯员华聪报道：为推动全县营商环境进一

步优化和改善，9月9日，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建
局主要负责人在政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综合审批窗口为
通山县兴达鞋业有限公司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设计方案批复》、《不动产权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证书。

这是该县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以来，首次
实现“五证同发、拿地即开工”，标志着该县优化营商环境
先行区创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五证同发”涉及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
发改局、税务局、大数据管理局等多个部门，服务群体主要
针对该县工业项目。实施“五证同发”之前，项目从拿地到
开工，审批周期为10天；实施“五证同发”后，项目拿到选址
意见书后可立即开工建设。

“五证同发”的改革创新做法，不仅打通了部门壁垒，
还全面推行“三零”模式（“零”跑腿办理、“零”成本办理、

“零”材料办理），是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又一次创新，
也是优化营商环境创建工作的探索创新，有力促进了产业
项目开工、建设、投产一路加速，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张焱、成恬报道：专
票电子化工作在我省启动以来，通山县税
务局紧紧围绕总局“1+1+5”机制要求，立
足该局专票电子化工作实际，着力完善相
关制度机制，有力推动总局、省市局各项
工作部署在该县落地落实。

坚持制度化保障。该局成立了电子
化工作专班，设立6个职能组，结合实际
制定《纳税服务保障实施方案》，让纳税人
精细化服务有章可循。建立专票电子化
工作例会制度，每周召开一次工作例会，
及时传达上级文件、会议精神和工作任
务，通报工作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
解决方法、布置工作任务，截至8月 27
日，专票电子化工作例会共召开14期。

坚持精细化服务。该局建立了“通山
县税务Ukey服务QQ群”，发行一个税务
Ukey邀请一位纳税人进群，由各部门业务
骨干在群内提供全流程服务。并对办税厅
专票电子化专岗人员和导税人员、纳服工
作人员、税政岗位人员，以及各分局岗格化
服务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内部培训，要求
各部门至少有2名网格化服务人员能够熟
练掌握税务Ukey开票和金三网格化服务
操作。截至目前，累计组织参加总局、省局
视频培训和自行开展内部培训9次，召开
专题会1次，在市局督导的全岗人员学习
测试抽考中，抽考成绩位居全市第一。

坚持常态化跟踪。该局做好网格化
管理服务，紧盯纳税人开具和接受电子专

票情况，成立网格化服务团队，落实“首票
服务制”,提供“盯、跟、帮”开票服务和

“快、全、准”受票服务。截止8月20日，
该县在全市电专推进总体进度表中，发票
票种核定率100%，排全市第一；电专开
具份数442份，占全部开具专票比例的
45.66%，排全市第一；电专开具金额
2626 万，占全部开具专票金额比例的
52.83%，排全市第一。

坚持多样化宣传。该局通过微信群、
QQ群、县政府门户网站、发放宣传手册、
二维码等多元化形式向全县纳税人推送
专票电子化公告、操作手册和视频等科普
性知识，向全县纳税人和企事业单位分2
次精准发送宣传短信12万条。在6月1

日的全市专票电子化工作推进会中，该局
专票电子化推进工作综合排名位居全市
第二，并作为全市推进工作优秀单位在会
上作经验交流发言。

坚持快速化处置。该局建立纳税人
需求响应机制和问题快速处置机制，明确
专票增量相关事宜，对今后需增加专票用
量的纳税人一律只增加电子专票用量，保
证存量户纳税人电专数量增加到25份，
积极向纳税人宣传电子专票政策和各方
面优点，争取纳税人配合和支持，引导新
办纳税人从6月22日起全部开具电子专
票。对运行过程中影响纳税人使用和体
验的问题快速处理;及时开展服务质量评
价，做好跟踪分析。

通山税务推行专票电子化

通山县与上海东方龙商务集团

进行网上洽谈交流
本报讯 通讯员叶新艳报道：9月10日中午，一场特

殊的“见人不见面”招商洽谈会在通山县招投中心举行。
会议通过腾讯会议远程视频的方式，与上海东方龙商

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洽谈，双方重点就企业基本情况、招
商大数据、服务方式以及通山县区位优势、产业定位及招
商引资等情况作了沟通交流，并就推进通山招商引资工作
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通山相关负责人对东方龙商务集团的合作诚意表示
感谢。他说，通山县南林工业园建设正酣，全县经济正处
于高质量发展的冲刺期，企业引进需求迫切，与东方龙商
务集团这样的专业团队协同配合，将会促使该县招商引资
工作更加高效便捷，期待与东方龙商务集团进行更深层次
的沟通交流，通过进一步对接，助推双方合作生成，推进项
目落地，实现双赢。

据悉，上海东方龙商务集团有限公司是全国首创的政
府精准委托招商服务外包的国际性商务平台，高新技术企
业，行业内唯一一家拟上市公司。目前，已实时更新统计
8310824家企业，在全国已经与260多家政府创办产业园
区实行紧密合作。

通山残联

宣讲活动面对面
本报讯 通讯员朱娅报道：9月10日下午，通山县残

联理事长胡梦君来到县“儿童康复中心”开展“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宣讲活动。

据悉，通山县儿童康复中心是为残疾儿童康复、理疗、
训练为一体的特色医疗平台。这里的医护人员年青者居
多，他们在康复中心默默无闻地奉献，每天陪伴着这里的
一百多名残疾儿童日日做康复训练与快乐成长，良好的服
务质量和效果，充分发挥了康复专业特长，为巩固该县脱
贫攻坚成果贡献“医者”力量。

30多名年轻医护老师聆听宣讲，认真笔记，在思想上
获得新的认识、新的领悟、新的提高。此次宣讲，让“儿童
康复中心”的老师们深受鼓舞，纷纷表示他们将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强化责
任意识与担当精神，继续发扬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

9月12日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为进一步宣传普及
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高群众的优生优育意识，全面提高
出生人口素质，引导公众主动获取知识、接受服务，科学孕
育健康新生命，当天上午，通山县妇幼保健院开展了“预防
出生缺陷日”健康宣教活动。 通讯员 唐成 摄

9月10日，通山县总工会举办2021年工资集体协商培
训班，开发区总工会、有关乡镇工会及全县规模企业工会
主席（主任）40余人参加了培训。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训，一定认真搞好本企业
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让职工满意，切实维护职工自身的
经济利益，为建设和谐企业作贡献，为建设和谐国家、和谐
社会、和谐劳动关系作贡献。通讯员 程勇 罗群芳 摄

中华鲟“畅游”
青山绿水间
9月13日，通山九宫山下，闯王镇大

源村花门楼，10 亩标准化鱼池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

汩汩泉水，清澈见底。鱼池里，寄养
着 25 条中华鲟，是武汉水生所投放的。
村支书焦家财告诉记者，他们将中华鲟养
到一定程度，就由水生所投放到长江里。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倒映在鱼池
里。一条条中华鲟，畅游水中，就像“畅
游”在青山绿水的山水画里。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会君
特约记者 孔帆升
通讯员 阮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