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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王力
共)�常德市一家企业报建的湘西北汽贸服务区建设
项目， 在湖南省网上政务服务大厅报批后，1月16日
拿到了批复。 整个报批过程不超过10个工作日。

而在湖南省网上政务服务和电子监察系统开通
之前，类似这样重大项目的核准，要跑5个部门，至少
60个工作日才能办好相关手续。

2014年， 湖南省网上办结的办件数达1427万
件，比2012年增长了10.2倍。

该系统于2011年11月4日开通运行， 在全国首
次采用统一软件、集约化建设、集中部署模式，集网
上虚拟大厅、政务服务、效能监察于一体，企业和个

人只要登录湖南省网上政务服务大厅，就可以在线
申报、咨询投诉和查询进度，不用再来回奔波。

登录湖南省网上政务服务大厅，页面中央即是
“部门办事”、“企业办事”和“个人办事”等几个选
项，用户可以在里面选择自己所办事宜；左边则有
“在线咨询”、“投诉监督”和“办事指南”等，公众可
以随时了解所办事项的进度。 目前，该系统已接入
了54个省直单位，14个市州和123个县市区政务服
务中心，实现了省市县3级互联互通。 全省范围内省
市县3级单位的各种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站式
服务、一窗式受理、一次性告知、 一条龙审批、一单
式收费”。 (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林俊

近日， 省政府下发 《关于推进
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
设的通知》， 要求到2020年， 全省
食品农产品出口主产区， 均建立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涵
盖大部分传统大宗出口食品农产
品， 年出口额突破20亿美元。

而据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统
计显示， 2014年湖南食品农产品出
口总额仅11.28亿美元。 现实与目标
间差距不小———食品农产品出口5
年翻一番， 行吗？

农业大省农产品出口
量不大

“湖广熟，天下足。 ”而今，湖湘
大地生长、生产的食品农产品，很多
却“去”不了“天下”。

“不仅出口规模偏小，而且增速
较慢。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
安全监管处处长何文斌说。

2014年， 全省食品农产品出口

第一次超过10亿美元。
而同样地处中部的农业大省河

南， 食品农产品年出口已高达约25亿
美元。 湖北仅食用菌年出口就近10亿
美元。作为柑橘产量第一大省，去年我
省柑橘鲜果直接出口1.66万吨， 创汇
1544万美元；近邻江西直接出口柑橘
则达到了14.97万吨，创汇超过1.6亿美
元，并打入了欧盟等高端市场。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 如今还不

是农产品出口强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偏低
是“拦路虎”

“全省普遍存在农业化学投入
品管理不规范，原料基地建设滞后、
管理松散， 企业规模化和深加工程
度不高等问题，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全总体水平偏低， 严重制约了出
口。 ”何文斌说。 (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张
湘河 通讯员 戴国梁）冬日的夜晚，
凤凰古城毫无萧瑟之意， 多彩的灯
光下，游客还是那样络绎不绝。 在刚
刚过去的2014年中， 凤凰共接待国
内外游客956.1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80.98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5.2%
和24.51%。

凤凰是自治州旅游呈现兴旺的
一个缩影。 州委书记叶红专认为，由
于生态、文化的独特,自治州旅游业
近年迅猛发展，2014年逆势上扬，共
接待国内外游客2810.72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174.51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21%和20.4%。

2014年,全国旅游市场普遍下滑。
自治州州委、州政府果断应对,于2014

年5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生态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围绕建设
国内外知名生态文化公园和国际旅
游目的地的目标，依托凤凰古城、里耶
古城、老司城3块金字招牌，积极构建
旅游“金三角”，打造旅游经济升级版。
同时, 自治州加快精品景区景点和配
套设施建设，实施省州重点旅游项目
38个，全年完成投资23.45亿元,大大
改善了旅游设施和条件。

目前，全州等级景区达到13个，
“国字号”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品牌达
到139个。 通过成功举办凤凰偶遇
节、2014吉首国际鼓文化节、武陵山
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
节等品牌节庆活动和凤凰古城韩国
推介会等，有效提升了“神秘湘西”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2014年,全州共举
办各类旅游节庆活动32场次， 参与
游客200余万人次。 并开展“旅游满
意在湖南、品质旅游看凤凰”专项行

动，全年开展旅游专项整治行动7次，
使旅游投诉同比下降85%，游客满意
率大幅提升，被有关机构评选为全国
十大旅游热点地区。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易亮明

深冬时节，穿行麓山脚下、湘水
河畔， 省会长沙项目建设的滚滚热
浪扑面而来———

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建设
正酣，一期投资120亿元的上海大众
年产30万辆乘用车整车项目已进行
设备安装调试， 大型国际都会商业
综合体步步高·梅溪新天地已全面
开建……

项目建设成为长沙经济发展的
“加速器”。 2014年，该市以项目建设

为转型创新发展主抓手， 投资1504
亿元铺排580个重大项目，全年共完
成重大项目投资1641.1亿元，同比增
长450亿元， 达年度总投资计划的
109.1%；新建项目开工率达90%，比
上年同期提高22.1个百分点。

思路明晰
创优经济发展软环境
眼界决定境界，思路决定出路。
重大项目是带动投资增长、促

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也是提升
城市形象、改善民生的切入点。 长沙
的决策者一直深谙此道。

“以项目建设论英雄、排座次、
定奖惩。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
易炼红态度明确， 掷地有声。 2014
年，长沙全市上下着力抓项目、上项
目、促项目，以钉钉子的精神强力启
动项目建设发展引擎，成效卓然，综
合实力不断提升。

为推进项目建设， 长沙市创新
实施了市级领导联系重大项目的推
进机制，对重大项目定期调度，及时
排解难点问题。 一年来，易炼红多次
带头利用周末时间， 进企业、 访车
间、到工地，实地走访调研长沙的项
目建设，在点对点的问政、问计、问

需中摸实情、解难题，推动项目建设
稳步前行。

“务必以超常的力度推进项目
建设。 ”易炼红坦言，推动长沙经济
发展必须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条生
命线不放， 进一步强化督查考核,跟
踪监测项目建设进展, 倒排时间、倒
逼项目。

各区县、 园区按照市委市政府
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逐一梳理征拆
安置、要素保障、行政审批、发展环
境等项目建设中的“拦路虎”和老大
难问题， 以打攻坚战的方式研究破
解。 (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何勇） 今天， 湖南省电瓷
电器行业商会发布消息称， 2014年湖
南电瓷电器行业实现产值170亿元、
税收3.85亿元， 比上年分别增长12%、
3.65%； 同时， 出口创汇近1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5%， 连续多年稳居全国
同行业第一。

湖南电瓷电器占全国同行业市场
份额35%以上， 产量占全国40%， 而
生产企业99%在醴陵， 醴陵拥有出口
资质的企业有23家。 省电瓷电器行业
商会会长万四海介绍， 近年来， 湖南
电瓷电器行业在转型升级中不断增强
品牌影响力， 2014年醴陵华鑫电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获评“国际知名品

牌”， 阳东电瓷电器有限公司商标被
省商务厅认定为“湖南省国际知名品
牌”。 同时， 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华鑫电瓷高性能sf6断路器用空心绝缘
子入围科技部国家火炬计划， 东方电
瓷获得1项发明专利、 6项实用专利，
华联瓷业成功开发500千伏无机粘接
GIS出线和500千伏有机粘接变压器瓷
套并投入批量生产、 完成了180MPa
特高强度料方研究试验工作。

2015年， 省电瓷电器行业商会将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进一步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 同时， 依托株洲轨道交通
优势， 推动行业快速进入电力机车用
电瓷、 铁道线路悬式瓷瓶、 铁道棒形
支柱、 城际铁路用电瓷等产品市场。

1月16日上午，第
一辆车经过高垄收费
站。 当天，G72泉（州）
南（宁）高速公路湖南
茶陵高垄收费站与江
西界化垄收费站 ，同
步开通运营。

至此 ， 全长1635
公里的国道主干线泉
南 高 速 公 路 全 线 贯
通， 我省又添一出省
通道。

陈英 摄

湘河

自治州的生态文化旅游业已开
始发力。

当下, 生态文化旅游日益受到旅
游业的重视, 并成为旅游业中的国际
流行色。 自治州积极响应省委、省政
府“加快大湘西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的战略构想，顺应国际潮流 ,抢抓
机遇, 依托独特的自然生态和文化资
源，全面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通
过举办一系列特色浓郁的品牌节庆
活动,建设民族文化彰显的国内外知
名生态文化公园， 旅游业得到了迅
猛发展。

神秘的湘西,将迎来旅游的春天!

国内外游客一年造访2810万人次

“神秘湘西”出闺来
自治州旅游逆势上扬，入选全国十大旅游热点地区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范本

启动发展“加速器”
———长沙强力推进项目建设纪实

食品农产品出口

5年翻一番，行吗

电瓷电器出口稳居全国第一
2014年出口创汇近1亿美元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武深树

“春节”、“两会”将至，畜禽产品消
费正值旺季， 肉食品质量安全处于敏
感期。

按照省政府部署，从1月16日起至
3月份，全省开展肉品质量安全专项整
治，肉食品既要保市场供给，更要保质
量安全。

肉品安全存在四大隐患
目前， 我省肉品质量安全状况总

体平稳， 但肉品质量安全基础还不牢
固，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

隐患一：屠宰企业“多、乱、小、散、
差”，现有生猪屠宰场（点）设置过多，
布局和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低，且
工艺落后、设施简陋。 乡镇生猪屠宰点
90%为人工屠宰， 畜禽屠宰产品质量
难以保证。

隐患二：全省畜禽以散养为主，养

殖主体多元，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设
施缺乏；不安全使用兽药、饲料中违法
添加、 产地检疫不到位等问题未彻底
解决， 加大了养殖环节发生畜禽产品
质量安全的风险。

隐患三： 群众偏好热鲜肉的消费
习惯一时难以转变， 乡镇小型屠宰场
点的存在， 大型屠宰企业的冷鲜肉进
入乡村甚至县城异常困难。

隐患四： 畜禽屠宰监管职责从商
务部门调整到农业部门， 眼下处于调
整期。 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派驻生
猪屠宰场（点）的检疫人员，平均每个
屠宰场（点）仅2.4人，难免存在监管盲
区。

专项整治突出四大环节
按照省政府部署，各地要始终保持

高压态势，对制售假劣食品、危害公众
身体健康的犯罪分子实行“零容忍”；突
出四大环节，严厉打击生猪私屠滥宰等
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下转3版)

严防“问题肉”流向餐桌
———全省开展肉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段云
行 通讯员 邓锦庆 谢德礼 陈仪兵）
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日前，双
峰县三塘铺镇架子塘村村民老戴又来
到村里的“黄金屋”———农家书屋查阅
资料。 两年前，他从农家书屋了解信息
后， 与人合伙办起了黄鹂芽茶种植基
地，已移栽黄鹂芽苗2000亩，于是经常
到农家书屋来“充电”。

双峰县委、 县政府为解决农民群
众看书难，提升农民素质，将村级标准
农家书屋作为惠民工程， 明确给主管
部门配备专项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广
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 修订完
善农家书屋运行制度， 调动各乡镇建
设村级标准农家书屋的积极性。 其中
三塘铺镇采取向上争取一点、 镇财政
拿出一点、向成功人士募捐一点，鼓励
支持个人自建书屋等办法， 先后筹资
200多万元，建成了有房、有书柜、有桌
凳、有活动场所、有电视的标准农家书

屋52个。 现在，全县已先后涌现出农家
书屋926个，898个村和28个社区实现
了全覆盖。 荷叶镇石林村农家书屋还
荣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示范农
家书屋”称号。

农家书屋的普及， 使双峰县出现
了“争进书屋学知识、 争长本事快致
富”的良好氛围。 通过进书屋学习，全
县涌现出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823户，
20头猪以上的养猪大户770户。该县梓
门桥镇街埠村村民彭友从农家书屋学
到饲养野猪的技术后， 筹资办起了野
猪场，2014年前8个月就销售650头，成
了有名的“野猪司令”。 在他的影响带
领下， 该镇涌现出饲养野猪等特色养
殖户180多户。 该县三塘铺镇朝阳村留
守妇女朱常娥在农家书屋学到科学种
田知识后，由种植4亩稻田起步，到承
包350亩稻田种粮，成了种粮大户。 她
去年种植的双季稻获得了亩产975公
斤的好收成，除去开支，获利17.5万元。

双峰县村村建有“黄金屋”

1月17日下午，长沙县春华镇敬老院，志愿者为老人送上市民捐赠的爱心物
资。 当天，“2015，温暖相依”万件冬衣陪伴计划发车仪式，在长沙市岳麓区通程商
业广场举行。 华声96258公益服务中心携手湖南公共频道，为长沙市10家敬老院
的600多名老人，送去市民捐赠的冬衣、被褥等物资。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陈青青 摄影报道

鼠标一点，尽享网上政府“一站式服务”

湖南网上办件2年增长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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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