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销毁假冒伪劣商品

华容县3.15活动现场执法人员教消费者识假

本报讯（记者 陈智慧）3月15日，华
容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举行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暨诚信示范经
营单位授牌仪式宣传活动。

活动中，34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得诚
信经营示范单位荣誉称号，40家部门单位和
餐饮单位获得“食品安全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今年，该县食药工质局将紧紧围绕“信
用让消费更放心”年主题，开展进村场、进
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商场的“五进”活
动，并在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严格监管，
依法实行最严厉的惩罚，共筑依法维权的
铜墙铁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岳阳县

本报讯（记者 陈智慧）3月15日，由
岳阳县人民政府主办，县消费者委员会、
县食药工质局共同承办的“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当天的活动现场围绕“信用让消费更放
心”的核心任务，明确了今年消费维权的新
目标，提出了消费维权的新要求，发布了
2018年度食品安全抽检情况，并宣读岳阳市

“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单位”及岳阳县“2017-
2018年度诚信经营单位”的表彰决定。

湘阴县

本报讯（记者 陈智慧 通讯员 甘灿东）
“注水猪肉跟正常猪肉相比颜色偏白，用手
按压会有水的触感。”3月15日9时，湘阴县
左宗棠广场上，县畜牧局的工作人员向消费
者详细讲解注水猪肉、母猪肉和正常新鲜猪
肉的差别。市民黄凌女士连忙用手机拍下。

这是湘阴县“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第37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主题宣传活动现
场的一幕。活动现场，共有49家单位与48
家企业进行产品展示和安全消费宣传，耐心
细致地为前来咨询的市民答疑解惑。

11时许，近2吨食品、日化等假冒伪劣
产品于芙蓉北路双桥段集中销毁。

汨罗市

本报讯（记者 陈智慧 通讯员 邵维）3
月 15 日上午，汨罗市对近期依法没收的
57吨假冒伪劣商品，在该市新市镇新桥村
垃圾填埋场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

此次集中销毁的假冒伪劣商品，是该
市近一年来在保健品百日整治、安全风险
大排查、学校周边与校园食品安全及日常
监管中所依法收缴的，品类达30余个、重57
吨。该市食药工商质监局表示，将继续开
展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农资打假保春耕专
项行动和保健品市场专项整治百日行动。

华容县

表彰诚信经营单位

传授识假辨假知识

临湘市

本报讯（记者 陈智慧 通讯员 李 娟）在
第37个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到来之际，临
湘市消委、临湘市食药工质局联合全市消委

各成员单位开展“3.15”庆典活动。
活动现场，各单位设立宣传咨询台，进

行法律法规宣传，并发放宣传资料，现场
接受消费者咨询和投诉举报。同时，设立
真假商品展示台，现场传授群众识假辨假
知识，增强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当天，临湘市食药工质局执法人员还对两车假
冒伪劣商品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

市场监管部门连夜出手市场监管部门连夜出手
整治央视整治央视点名辣条点名辣条

本报讯（记者 卢 奔）针对“3·15”晚会中
曝光的平江县辣条生产企业，3月15日当晚，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立即开展行动。

生产“爱情王子”的平江县钧力食品有限
公司因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而受到 4 次行政处罚。生产“黄金口味棒”
的公司为平江县味泉食品有限公司。目前，
平江县已成立专案组，平江县食药工商质监
局以及公安执法人员当晚对涉事企业进行了
现场执法检查，现场抽样检验产品，查封机械
设备，责令其停业整顿，启动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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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小平）3月15日，本报
刊发《记者暗访发现，城郊多家租房无证生
产豆芽——问题豆芽流向市民餐桌？》后，引
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关注。当天下午，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许平亚向记者表示，
将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立即排查，确保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连日来，有市民向本报记者爆料称
呼，城郊存在不少豆芽生产小作坊，他们

在生产的豆芽生产过程中，很可能使用国
家明令禁止的非法添加剂，让豆芽白嫩无
根。记者暗访两家豆芽生产小作坊，现场
并未发现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添加剂，但
生产现场卫生环境恶劣，且阻止记者进入
生产作坊。

“感谢媒体的监督，我们将在周一（3月
18日）组织岳阳楼区、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湖新区食药监管执法人员部署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许平亚说，
对发现的“黑作坊”将坚决予以取缔，对发现
的涉嫌问题产品的将全部封存、组织抽验并
依法处理。

许平亚表示，新成立的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将一如既往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食品安全的重大战略部署，践行“四个最
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
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落实“四有两

责”（四有：基层监管有责、有岗、有人、有
手段 ；两责：日常监管、监督抽验责任），
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

“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3·15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立即部署排查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问题豆芽流向市民餐桌？》后续——

茶文化的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
化基因。茶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架起茶叶
和社会资源沟通的桥梁，达到宣传产品、
提升品牌、扩展产业的作用。

岳阳是中国黄茶之乡，是中国十大名
茶之一君山银针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
发源地之一。岳阳山水资源丰富，历史积
淀深厚，自古就是文人雅士荟萃之地，更
有种茶品茶论茶之风，与中华茶文化一脉
相承，充分利用岳阳茶文化资源，把茶文
化基因植入岳阳黄茶，对发展岳阳茶业经
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创新旅游模式，加速
茶旅融合

登楼赏湖八百里，上岛寻味一杯茶！岳
阳黄茶发展的潜在优势，就是加快茶旅融
合，打造“登楼、赏湖、品茶”旅游新模式。

岳阳楼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
下楼”之美誉，是三大名楼中唯一保持着
清代原构的史迹，因其建造年代之早、自
然风光之秀、建筑工艺之巧、词章歌赋之
佳而闻名。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
楼记》更使岳阳楼著称于世。

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清代
《洞庭湖志》所载“潇湘八景”中就有“洞庭
秋月”“远浦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

“江天幕雪”以及洞庭湖“十影”。1988年8
月，“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被国务院
确定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君山美景尽在茶君山美景尽在茶。。君山以湖光山色的君山以湖光山色的
秀丽闻名于世秀丽闻名于世，，更以君山茶之奇珍举世嘱更以君山茶之奇珍举世嘱
目目。。君山茶自古以来得到了文人墨客的推君山茶自古以来得到了文人墨客的推
崇崇，，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逐步发展形成为有逐步发展形成为有
地方特色的君山茶文化地方特色的君山茶文化。。君山凄美的爱情君山凄美的爱情
故事故事，，二妃君山寻舜帝二妃君山寻舜帝、、柳毅传柳毅传书下龙宫都书下龙宫都

与茶有关；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五百亩
茶园是非常美丽的风景，无论刮风下雨、春
夏秋冬，一年四季都是十分漂亮的一道风
景线；奇特的君山银针能直立杯中“三起三
落”，更是引人入胜。把君山岛茶园建成
生态旅游观光茶园，可供旅游者参观游览、
休闲度假，有风景可观，有茶可品，有纪念
品可购。将茶园布局设计、树冠造型、建筑
物配套上加强艺术性，由传统农事上升为
一种艺术活动，增强观赏、娱乐价值。将茶
叶加工厂在加工机械配套、手工制茶示范
以及游客自制茶叶方面配套。既便于自身
加工的需要，又便于旅游者及中小学生在
参观、实践，把茶园和制茶场地作为普及和
提高人们的茶叶科学知识和旅游兴趣的场
所，君山岛将会以更美的姿态、更丰富的文
化内涵展现在游客面前。

当前国内茶文化观光游最成功的典
范很多，有杭州西湖茶区、武夷山茶区和
黄山茶区都是茶文化观光旅游比较成功
的地方。岳阳完全可以借鉴这些成功案
例，将君山公园、洞庭湖、岳阳楼景区联系
在一起，让游客游览秀美风光时，积极参
与茶文化活动，把观光与赏茶、品茶、购茶
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提升文化内涵，做优
茶叶小镇

2018年8月，岳阳市委、市政府出台了
《创建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工作方案》，确
定创建20个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其中黄
茶特色小镇3个。即君山区的“黄茶小镇”
（柳林洲街道办事处）、南湖新区的“茶韵
小镇”（月山管理处）和岳阳县的“茶香小
镇”（黄沙街镇）。

把君山区的“黄茶小镇”建成黄茶生
产、加工和旅游一体的茶文化旅游景区，
通过对君山茶文化、历史的挖掘，岛上茶
区景观的打造，和君山银针产业园、巴陵
春黄茶产业园的配套完善，成为以“君山
银针”为主线的茶叶加工、茶叶旅游景区。

南湖新区的“茶韵小镇”位于南湖西
岸，，是历史上灉湖茶的产地是历史上灉湖茶的产地，，在南湖岸边在南湖岸边
建设茶园和品茶馆建设茶园和品茶馆，，把灉湖茶基地把灉湖茶基地、、岳阳岳阳
茶博城茶博城、、圣安寺作为灉湖茶文化基地打圣安寺作为灉湖茶文化基地打
造造，，将会出现新的茶文化旅游亮点将会出现新的茶文化旅游亮点。。

岳阳县的岳阳县的““茶香小镇茶香小镇””距岳阳市距岳阳市3030多多

公里公里。。岳阳县黄沙街茶叶示范场岳阳县黄沙街茶叶示范场，，系湖南系湖南
省八大茶树良种示范基地之一。把茶叶
基地打造成旅游基地、青少年教育示范基
地。在采茶季节，游客可以参与采茶，部
分农民和游客参与制茶，把茶区旅游、自
采自制结合起来。

岳阳茶叶小镇的核心在于黄茶特色和
文化特色，各个小镇应根据当地的资源禀
赋情况，因地制宜，营造特色精品，打造特
色产品。同时，注重开发的多元化，把黄茶
产业、旅游观光、市民休闲综合协调发展。

市委、市政府强调，要扎实开展农业产
业化特色小镇创建，提高站位抓创建，把农
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
抓。要聚焦标准抓创建，通过创建特色小
镇，发展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化，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把握原则抓创建，坚
持规划先行，突出市场导向，做好结合文
章。要强化保障抓创建，各级各单位要制定
专门方案，明确任务，工作落实到位。

三、塑造品牌形象，助力
产业发展

“岳阳黄茶”是公共品牌，提出“洞庭
山水，岳阳黄茶”的宣传口号，塑造“独特、
稀有、高端”的品牌形象。同时根据产品
的原料等级、生产工艺等要素，以品类为
区分，设立君山银针、岳阳黄芽、岳阳黄
叶、岳阳黄金饼四个品类品牌，作为岳阳
黄茶的子品牌附属于公共品牌而存在。
其中，君山银针作为高端品类品牌，岳阳
黄芽、岳阳黄叶、岳阳黄金饼由参与企业
基于品类分级标准自行规范使用。

塑造“岳阳黄茶”的品牌形象。首先，
要根据四个品类品牌的特点，制订好相应
的标准，使企业有标准可循，有实物参照；
使广大消费者了解。其次，要多形式全方
位进行宣传，使广大消费者了解岳阳黄
茶，了解岳阳黄茶的品质特点和明显的

“降糖、润肺、养颜、养胃”功效。再次，要
通过举办节会和展销，提高岳阳黄茶的知
名度、、美誉度和诚信度美誉度和诚信度，，把岳阳黄茶和黄把岳阳黄茶和黄
茶企业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茶企业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岳阳的名山岳阳的名山、、名水名水、、名楼名楼、、名茶孕育了名茶孕育了
灿烂的岳阳茶文化灿烂的岳阳茶文化，，把文化基因植入岳阳把文化基因植入岳阳
黄茶黄茶，，综合打造综合打造““山山、、水水、、楼楼、、茶茶””，，将进一将进一
步促进岳阳黄茶的发展步促进岳阳黄茶的发展。。

植入文化基因 促进黄茶发展
□赵丈田

岳阳市茶叶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岳阳日报社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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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衍清）3 月 14 日，岳阳
市茶叶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和
相关业务人员登上海拔 600 米的临湘市桃
林镇白石村白石茶业，为做大做强岳阳名茶

“白石毛尖”“白石黄芽”把脉助力。
白石茶业原为始建于 1956 年的临湘白

石茶场，茶园面积1500多亩，平均海拔500-
600 米，土质肥沃，常年云雾缭绕，茶叶叶片
肥厚，味道甘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名列

“湖南八大名茶”。
近年来，由于“白石茶业”品牌营销推广

力度不大，导致企业发展步伐缓慢。市茶产
业办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现场召开一次

“诸葛亮会”。3月14日一大早，市茶产业办
常务副主任许波、副主任田野邀请茶叶专
家、营销策划专家一行前往白石村现场踏

勘，随行的还有茶产办各业务部门负责人。
大家沿着崎岖逶迤的山道登上茶山，边走边
看边议。然后就白石茶业的发展方向举行
座谈。大家认为，白石茶园群峦拥抱，绿海
无边，宜茶宜游，风景独特，可以打造茶旅文
化。岳阳著名茶叶和茶文化学者赵丈田等
建议，可以利用白石茶业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养在深闺人不识”的秀美环境举办摄影、书
画、诗词采风活动，以文化擦亮白石茶品
牌。许波、田野等当场向白石茶业负责人唐
新道表态予以支持。

会上初步议定，4月中旬首先推出《白石
茶叶·摄影之旅》活动，并纳入由市茶产业办
等部门主办的《追逐春天的第一杯黄茶》系
列活动。唐新道代表山区茶农对市茶产业
办深入茶山办实事的作风表示感谢。

进茶山 谋茶事 兴茶业

市茶产业办为做强白石茶业把脉助力

各位茶叶界朋友：
从2019年3月开始，岳阳市茶叶产业化

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岳阳日报社联合主办“岳
阳黄茶”专版，每周在《岳阳日报日报》》刊出刊出。。为为
了办好这一宣传推广岳阳黄茶的平台了办好这一宣传推广岳阳黄茶的平台，，我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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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黄茶专版征稿启事

本报讯（记者 李亦恩）3月15日上午，由市
食药监局和岳阳海吉星公司联合开展的“3·15
食品安全周”活动，在岳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
流园举行，现场进行法律法规咨询、免费检测、
食品安全法讲授以及商户承诺签名活动。

岳阳海吉星项目是我市引进的重大产业项
目。目前物流园内已建成运营的蔬菜区、水产
区辐射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购销两旺，特色农
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岳阳海吉星引入了全国一
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实行24小时不
间断工作制。此次食品安全周活动旨在通过形
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引导从业人员树立法律和
责任意识，推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监督，确保
让人民群众吃上放心安全健康的农产品。

市民吃上放心安全的农产品市民吃上放心安全的农产品

加加强校园及周边强校园及周边
““五毛食品五毛食品””执法检查执法检查

本报讯（记者 周小平）针对央视“3·15”
晚会报道的“辣条”生产经营问题，市场监管
总局部署各地按照《关于开展校园及周边“五
毛食品”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开展

“辣条”等“五毛食品”经营的执法检查，开展
产品抽样检验，对检查发现产品名称和包装
不符合要求的产品、检验不合格的产品，责令
下架、停止销售，并没收产品予以销毁。同
时，依法查处违法产品的生产企业。

去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开展
校园及周边“五毛食品”整治工作的通知》，要
求加强日常监管和案件查处，加强监督抽检
和核查处置，加强食品安全和健康饮食教育，
向广大师生及学生家长宣讲长期食用此类食
品存在的健康风险隐患，鼓励家长及社会公
众对“三无”产品及其销售者进行投诉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