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2日，湘菜泰斗许菊云（右三）等专家们认真评审每一道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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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街串巷，活跃在家门口的“安全管家”
益阳有一支44人专职消防宣传队伍，服务覆盖全市8个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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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2日讯 长沙市
岳麓区八方社区打造的社区综
合信息平台———“智慧八方
APP”于11月21日正式上线，成
为长沙市首个社区APP。

据介绍，“智慧八方APP”
是由八方社区居委会主办，是
社区为党员和居民提供政务服
务、党建宣传、便民服务和风采
展示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通过先进的物联网、 云计算等
技术手段，集成国家和省、市各
类线上办事程序， 向上打通智
慧城市，向下打通智慧家庭，打
造社区居民自己的线上家园。

“平台的作用在于整合各

类办事平台、 协助社区开展活
动、建立社区数据中台、逐日生
成工作档案、 及时了解社情民
意、提升服务效率等。”社区负责
人介绍，建设APP是社区在创新
基层治理手段上所进行的积极
探索。

“上面既有政务办事功能，
又有生活服务板块，以后办事再
也不用跑来跑去了。”APP上线
当天，社区居民李先生立即在手
机上下载体验起来。 据悉，该
APP自试运行以来，便得到了广
大居民的认可，也在很大程度上
减轻了社区工作负担。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何丹

本报11月22日讯 今日，
“湘融大湾区 促进大消费”第
十五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
在广州湖天宾馆举办。此次美
食节由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
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湖南
省人民政府驻海南自由贸易
港办事处、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联合主办，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大湘菜报、广东省湖南商会湘
菜专业委员会承办。

上午，广州湖天宾馆门前
就迎来了一场“湘融大湾”优
质食材展销会，50多个优质品
牌分别代表湘菜、 湘食材、湘
调味品、湘酒等齐齐亮相。

以“融合创新”为主题的
大湾区经典湘菜展评同时进
行。 由湘菜泰斗许菊云等5人
组成的专业评审组，通过现场
品评、打分，最终评选了20个
特金奖、20个金奖菜品。

下午2时30分，“贯彻‘双
循环’促进大消费”主题论坛
正式开讲。著名粤菜大师利永
周、 餐饮文化学者周松芳、湘
菜大师欧阳海林、冰火楼创始
人胡艳萍、费大厨创始人费良
慧、 回家湘创始人黄海鹰6位
嘉宾进行了精彩分享。

为了表彰南国湘菜的发
展成果，美食节组委会评出了
大湾区十大湘菜品牌、大湾区
湘菜推广大使、“羊城湘菜第
一家”（广州湖天宾馆）等一系
列奖项。

最后，一桌以“融合”为主
题、由16道湘菜组成的品鉴宴
热辣呈上， 红煨洞庭水鱼、剁
椒蒸鱼头、全家福等美味让宾
客大快朵颐，将此次美食节推
向高潮。

本报11月22日讯 “奶
奶，出门时记得灭火，关气，断
电……”11月22日，在益阳市赫
山区康雅养生园， 一支穿着红
马甲的消防宣传服务队正在给
老年人讲授消防知识。 不但能
学到消防知识， 还能拿到消防
礼品， 一个个老人脸上乐开了
花。 这是益阳市消防宣传服务
队正在一家养老机构进行消防
安全知识宣传。

消防监控
手机随时报警情

“作为养老机构，老人家平
常不怎么出门， 机构工作人员
安全劝导和消防培训的信服力
度不够， 专业消防人员上门服
务非常有必要， 加强了老人家
和工作人员的安全防御意识。”
这家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蔡萍
女士非常乐意消防宣传上门服
务的工作模式。

随后， 这支队伍又驾驶一
辆宣传电瓶车来到益阳市宁家
铺村，沿途所到之处，车上的大
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消防安全知
识。 当天是宁家铺村赶集的日
子， 消防宣传服务分队为此专
门摆设了消防安全情景体验
馆、灭火演练区、资料发放区等
几个摊位，开展消防宣传。

在宁家铺村便民服务大
厅，悬挂着“宁家铺村火灾监控
平台”大屏。据宣传队员陈灿介
绍， 平台采用分层分级的报警
机制：第一级村民手机端；第二
级网格员手机端； 第三级村委
监控中心PC端；第四级支队大
屏端。 在火灾发生初期或即将
发生时， 智能烟感监测到烟雾
触发报警，村民、网格员和平台
值守人员会第一时间接到报
警， 值守人员立即联系村民核
实警情， 如需支援迅速联系网
格员到达现场核实情况， 并将
现场情况反馈119救援中心请
求救援后， 可根据现场情况进
行逃生疏散、道路疏通等工作。
119救援中心可通过大屏端快

速定位火灾险情位置，快速出警
救援。

“安全管家”
走街串巷还上门

“现在这种宣传在益阳全市
8个县区都已经常态化。”益阳市
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伍秋生告
诉记者，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
下消防宣传工作需要，湖南省消
防救援总队创新提出“专职消防
宣传服务队伍”这一理念，并于
2019年9月在益阳市率先试点组
建了第一支队伍。这支队伍由44
名专职宣传员组成，成为了益阳
市消防安全宣传的主力军。他们
走街串巷，主动上门，成为街头
巷尾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被益阳
市民亲切地称为家门口的“安全
管家”。

据了解，益阳市消防宣传服
务队将社区网格员、村组消防专
干、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作
为培训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集
中讲座、上门指导、摆台设点、警
营开放等宣传活动。 在街道社
区， 宣传员们定期组织物业、居
民代表开展培训演练。 同时，建
立了社区工作群，方便发布消防
安全提示，并逐门逐店开展织网
式宣传，面对面传授防火知识和
自救技能，逐步引导居民注重日
常用火用电安全。

此外，根据职能需要，益阳
市构建了火灾隐患、消防水源及
微型消防站履职情况等信息的
互联互通机制。宣传员将外出宣
传巡查时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
反馈到消防监督员，督促其及时
查处、消除隐患，实现了宣传队
伍由“单一宣传”到“全面防控”
的职能转变。

据悉，益阳消防宣传服务队
自建队以来，累计开展消防知识
讲座500余次， 上门指导帮扶
1200余场，宣传车上街流动宣传
5000余次，通过面对面向群众传
授消防知识以及自救技能，有效
地提升了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颜雨彬

本报11月22日讯 以私
人联合建房名义进行房地
产开发现象，未办理施工许
可手续擅自施工至主体完
工……今日， 记者从省住建
厅获悉，三季度巡查中，该厅
对全省66个在建工程项目进
行了检查， 发现质量安全隐
患1516条， 全面或局部停工
项目50个， 拟记录40家相关
责任主体及61名相关责任人
不良行为。

部分地区
“打非治违”工作开展不力

据介绍， 本次检查的内
容主要包括： 城市建设安全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开展、预
拌混凝土生产质量和在建房
屋市政工程混凝土施工质量
管理、“打非治违”工作开展、
建筑施工领域消防安全管
理、工地现场危大工程管控、
扬尘污染防治、 施工质量管
理等。

在检查中， 省住建厅发
现，部分地区“打非治违”工
作开展不力。 益阳安化县梅
城镇存在大量在建工程项目
以私人联合建房名义进行房
地产开发现象。 开发人未依
法依规办理国土、规划、施工
等法定建设手续, 未委托有
相应资质工程监理企业进行
监理， 未发包给有相应资质
施工单位进行施工， 施工现
场质量安全以及消防隐患突
出， 且未纳入县级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统一监管， 存在
重大系统性质量安全风险。

在此次检查中， 还发现部
分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日常监督
工作开展不力。常德市高新区启
宏高新城一期，监督人员发现裙
楼脚手架存在垮塌安全隐患，于
8月26日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
后，未进一步督促落实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导致执法检查时该重
大安全隐患仍然存在。

部分项目
混凝土质量控制不严

同时， 部分项目施工现场
混凝土质量控制不严。 如邵阳
新宁香杉湖公馆三期、 常德奥
园·誉景湾一期等项目。 部分项
目竖向构件与梁板水平构件节
点区域施工控制不严,存在混凝
土强度推定值不达标现象。 如:
湘西州吉首市中国中铁世纪山
水天麓城浔岭组团项目, 第11
层的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为
C40,部分墙身和节点强度不满
足设计要求,存在质量隐患。

此外， 部分项目临时用房
消防安全隐患突出。 如怀化市
金沙湾商业广场 (A、B、C栋综
合楼) 民工宿舍及食堂间距过
小、楼板采用可燃模板,临时用
电管理混乱, 相关防火措施不
到位。 部分项目未经消防验收
擅自投入使用。 如娄底涟源市
芙蓉学校项目消防设施未施工
完、 室内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
统尚未通水、 未经消防验收已
交付使用。 ■记者 卜岚

长沙首个社区APP上线
线上办事程序“一手掌握”

50个工程项目因质量安
全隐患全面或局部停工
省住建厅曝光40家相关责任主体
及61名相关责任人的不良行为

“湘融大湾区”
南国湘菜大阅兵
第十五届中国湘菜美
食文化节在广州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