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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5日讯 今日，记者
从长沙经开区获悉， 正在升级改
造中的黄兴大道预计于今年底全
线完工。 作为经开区南北向主要
交通干道， 黄兴大道是 梨、黄
兴、 江背等乡镇与长沙县县城联
系的一条主要南北通道。 改造后
的黄兴大道将由原来的双向六车
道变成双向八车道， 成为城市主
干路，其中在开元路-长永高速、
螺丝塘路-大元路设置了辅道，
其他路段设置独立的人行道及非
机动车道。

中煤三建（长沙）市政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新红介
绍，目前主干道沥青已摊铺完成，
路灯及交安工程等附属工程已完
成80%。“预计今年年底可以全线
完工。”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黄姿

作为长沙创建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的五大重点工作之
一， 市食药监局大力推进餐饮
单位“明厨亮灶”工程，鼓励餐
饮经营户将菜品制售过程搬到
餐厅， 让消费者吃得更放心。
2017年6月起， 长沙启动餐饮
服务单位明厨亮灶及远程监管
建设三年行动。 截至今年8月，
已建成明厨亮灶餐饮单位
18159家，2680家实现远程视
频监管。

【探访】
透明厨房带来营业额翻番

“以前一天只卖50碗粉左
右， 现在一天平均一百三四十
碗，周末生意好能卖170多碗。”
近日， 长沙县星沙街道灰埠社
区“陈三毛手工粉面馆”完成了
透明厨房改造。 店主陈先生花
费一万余元将店面全面升级：
改造了玻璃作坊、 添置了新的
消毒柜、更新瓷砖地板……

50多平方米的粉面馆，洁
白的墙壁，隔开的操作间、洗菜
池、消毒区，以及墙上醒目的公
示牌，一目了然。陈先生介绍，
改造后的小店， 生意至少翻了
一番。

“陈三毛手工粉面馆”的升
级只是长沙市创建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的一个缩影。目前，
市食药监局大力推进餐饮单位
“明厨亮灶”工程，鼓励经营户

主动向消费者公开食品加工制
作过程。

如今， 西贝莜面村、 海底
捞、 小龙坎等连锁餐饮品牌都
已完成“明厨亮灶”改造，欢迎
消费者进入后厨参观监督。据
了解， 市食药监局还建立了视
频厨房远程监管平台， 对食品
加工制作的主要过程和重点环
节实时监控， 消费者也可通过
“健安食药”APP观看餐饮单位
后厨情况。

【目标】
2年建成7000家透明厨房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互联网+明厨亮灶”分视频厨
房和透明厨房2种改造方案。
“视频厨房” 将大中专院校食
堂、300平方米以上的中型餐
馆、 二级以上医疗服务机构及
规模养老机构食堂作为重点，
而透明厨房以学校周边及人均
密集区域的粉（面）店为重点。

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视频监管实现了线下“实兵
巡查”、线上“视频巡查”，“对监
控发现的违规行为， 将交由线
下监管人员核查处置， 记录资
料纳入该单位监管信用档案。”

截至2019年末，长沙将完
成7000家中小学校（幼儿园）
周边小餐饮和主次干道粉（面）
店“透明厨房”提质工程建设，
基本实现中小学校（幼儿园）周
边小餐饮和城区范围内（含县
域城区）粉（面）店全覆盖。对验
收达标的小餐饮店， 由区县
（市） 财政按照每家不少于
4000元、市级财政按每家4000
元的标准给予经费补助。

■记者 黄亚苹

创新校企合作制度，优
化发展环境”、“对接优势特
色产业，优化布局结构”……
湖南创新发展职业教育的经
验， 获得了亚洲多国代表的
点赞。12月4日下午， 由湖南
省教育厅、亚洲开发银行、北
京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职
业教育发展经验分享合作平
台—校企合作研讨会” 长沙
阶段会议在湖南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 省教育厅党组
副书记、副厅长、工委副书记
夏智伦， 省教育厅副厅长应
若平， 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团
团长、 南亚人类和社会发展
部主任Sungsup�Ra出席会
议并讲话。 来自亚洲开发银
行以及亚美尼亚共和国、孟
加拉人民共和国、 印度尼西
亚共和国、 吉尔吉斯斯坦共
和国、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
国、 菲律宾共和国等亚洲国
家的代表， 以及北京大学的
教育专家参加会议。

据悉， 亚行湖南职教示
范项目于2013年3月通过国
家发改委立项，2013年6月通
过亚行董事会批准并于同年
11月正式生效，总投资约1亿
美元， 其中利用亚行贷款
5000万美元， 自筹约5000万
美元。“这是亚行在中国资助
的第一个职教项目， 也是我
省教育领域首次使用亚行贷
款。”夏智伦介绍，项目建设

覆盖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等13个高、中职院校。夏智伦
表示，该项目的实施，改善了
职业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同
时， 通过校企合作来实现创
新“孵化器”，并且通过发展
数字化职教培训使各职业院
校实现资源共享最大化。

在应若平看来， 作为亚
行在中国的第一个职教贷款
项目示范省份， 湖南省在五
年实践中， 取得了可喜的阶
段性成果， 积累了丰厚的经
验。 湖南经验主要体现在四
个方面：“创新校企合作制
度，优化发展环境”；“对接优
势特色产业， 优化布局结
构”；“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促
进产教融合”；“建立标准服
务体系， 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会议现场，亚洲开发银
行南亚人类和社会发展部主
任Sungsup�Ra还向与会人
员介绍了亚行以及亚行开展
职教示范项目的基本情况和
发展目标； 北京大学教育学
院教授、 哈佛大学公共政策
博士哈巍就亚行湖南职教贷
款示范项目政策评估和项目
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

据悉，“中国教育发展经
验分享合作平台———校企合
作研讨会”分三个阶段，为期
7天，活动致力于与“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分享中国教育
改革发展经验， 与不同历史
背景、 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
阶段的国家、 地区专家们探
讨如何开展高等教育、 职业
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记者 黄京

“明厨亮灶”，让舌尖上的享受更放心
两年内长沙将完成7000家小餐饮透明厨房提质建设

黄兴大道改造年底完工

本报12月5日讯 记者从省自
然资源厅获悉， 浏阳河河长制实
施情况遥感监测项目于近日通过
专家组验收。专家组认为，项目采
用的监测方法科学、 技术路线合
理，监测数据客观真实、实用性强，
监测成果优秀，对浏阳河河长制的
实施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

今年6月，省自然资源厅委托
省遥感中心开展浏阳河河长制实
施情况遥感监测。 监测采用现代
测绘遥感技术， 经过专业技术人
员内业提取、野外实地核查，形成
监测成果报告。 监测结果则向长
沙市河长办通报， 长沙市河长办
按照监测发现的问题逐一组织核
实、整改。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双

本报12月5日讯 今天，省
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决定
从12月至明年2月底，开展食品
药品和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副省
长何报翔在会上要求， 确保全
省群众吃得安心，用得放心。

何报翔强调，全面增强专项
行动的实效性，要做到排查无盲

区，开展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
的风险隐患大排查，同时聚焦高
危薄弱环节、 聚焦重点企业，层
层落实责任； 要实现整改无积
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坚持“零
容忍”， 限期整改， 严问责严追
责；要确保监管无漏洞，在专项
行动基础上推进监管制度化、规
范化、常态化。 ■记者 彭雅惠

专项行动排查风险隐患
确保我省食药及特种设备安全

本报12月5日讯 昨日，长
沙市食药监发布11月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市场监测信息专
报。2018年11月， 长沙民生快
检室检测样品43603批次，其
中问题样品15批次， 不合格食
品已被销毁。

天心区千日惠超市销售的
生菜和上海青杀菌剂（多菌灵）
项目不合格，分别被销毁0.568公
斤和0.8公斤。 枫林农贸大市场

E62销售的干黄花菜被检出二氧
化硫超标，被销毁0..96公斤。开福
区汇客来超市及荷花池生鲜农
贸市场销售的干黄花菜被检出
二氧化硫超标，共销毁19.415公
斤。水产方面，马王堆海鲜水产
批发市场共检出4批次不合格水
产。其中，琪发海产部、广信海产
销售的蛏子王均被检出氯霉素；
铁哥水产销售的黄鸭叫被检出
孔雀石绿。 ■记者黄亚苹

长沙11月食用农产品检测
15批次不合格

亚行湖南职教示范项目总投资1亿美元
项目建设覆盖我省13个高、中职院校

遥感“天眼”巡查浏阳河

12月5日早晨，火把山社区居民在改造后的廉政文化广场休闲。今年来，长沙市天心区
裕南街街道火把山社区将12个老旧院落提质改造成市民健身休闲广场，并在每个院落内设
立“清风亭”“睦邻亭”等亭台作为小巷居民议事点。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邹宇红 摄影报道

小区提质
清风睦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