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刘也

2016年8月19日 星期五05 要 闻

! ! ! ! " ! #" "# $%&'()*+
,-./0123456*+ $%
7 $& 89*.:;<=>?#*@
)A)BCDEFG (H*+IJ
KLMDNBOPQBRSTU+
V=W#XY*ZG[\]G^_`
aUbc;d# efgh%&*+
./ijklmn

.:;o# 56pq $% 7 $&
8*+rs_t(uv# w.:x
yz{|i}~��n ��56t
�������i�������
e#56*+��oF���G��G
��G B�U $% =��7���

x $&'8*+}~#  ¡¢£¤¥
¦x§¨|i*+©._ªn~«#
56*+rs©.¬® &(( ¯
T¨°# *+_±² )(( ¯T¨
°#*+\J® *%% ³´#�µ�
*+IJie¶-·±# w�%&
* ¸ + ¹Vº�©+ )%,*% Z»
¼(½# µ�*+IJ¾irs¿
s*n

56*+eÀÁÂ�ÃÄ�*
+�#ÅÆÇÈ�ÉÊËÌÍeÎ[
\]ÏÐÑÒ# Ó56*+ÔÕÖ
½×ØÎÙÚ]Û56ÃÜ./�Ã
ÜÝ=× �ÎÞßàáâÎãä&

åå# æÏç¸è�¤é$ê ëx
ì#B�56íî(½ïI )$- ð#
ñ¢ò¬ó -% ¯T¨°ê Iô
õ7ö½÷I# Ûõ7-øùúû
eü�ý# |þÿ�!"øi-?
ù(½ê}~#$%]&'�(m#
)*=�*+ G./011234! 5677G
.898 ,-G .�/012U34
¼+56# 7µ�()Iø8É§
+6Z9_:;»¼(½ê <==
>?Î@Ax56*+�FGBGC�
�}D¾_:ªEê

56*Fñ,GñÙDHI
J�KL(MNÍ�56*+OP
HVeQiXR�*+#S(TU
VW¾# $ÄXKY i*+Z[
\ê �

!!"" ##$%&#

!"#$%&'()*+,-.!/0123
!"#$!%&"'(

)*+,-./01234
' ' ' ' " ! $- ":�]^_ '̀abX
R� XY.:;�]^cdefg
<=>?#h�i�j(G]^ct
�j(klQ^_Um ;(( |no
pceq#Ãr<;ê

.:;o# ]^ct�Mñs
O!�øtñsuvwxÞx]^
c�!�i./Vy# wazO{
e¡|}]^c�!��di©.
~�# O�]^c�!�i�eÉ
7��I©�#·� )($- ¹��«
�!�øt�� $(( É]^c}
~ê\��z#�� )($& ¹ " !�#
]^c!�øti�����x

-( ³´# ®¸x )($+ ¹§¹i�
��ê�� - !�#]^c�Ù��
`���i $* É�¢�x )& É0
XR�ø# ���� ) �H���
¤ ; 8���fgê

�Ë�.:;o# ]^ct�
!�øt¤hV " Z +¡¢s�
£¤#¥¦Î]^c(§�c}~G
S¨]^c}~G^©]^c}~G
S�]^c}~Gª©]^c}~G
«¬]^c}~G �=®}~#
k¤!��¯_°�+./t�¡
±i²³s�£¤ê ´µ}~¥:
�§hiI# Ô¥_�x]^c¶

·=B�# ¸¹�º»7�ijk
:¼ê��#]^c!�øti}~
®¸ ** É#µ�!�IJ¾½�¾
¿iÀÁê

��§HÂÃÄIJ +#]
^c¾2Î�FDGR±G�ºG¼
+�Î��oiÅÆÇÈÉÊËê
Ì`ÂÍ¹#]^c!�øtÇÎ
ÁÂt��cÏ'̧ ¹� i./j
k##'ÐÑmËI�d#wÒÓ
©.�º���JXGÒÓ�`Ô
FD®µ���R±GÒÓM�Õ
@�����¼+FD##kÒÓ
Ö{+l×Û#S(+l×ÛØÙ
],ÒÕ@# ¢����iÚÔ#
ÃÜÛ��]^_ '̀abXR�i
XYV)ê

!'()"

456789:;<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百姓点题】
李幸园： 株洲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我跑项目报建10多年了，深深感到项目

报建太难了，涉及部门多、审批环节多，经常
找不到人，一言不合就“给脸色看”。一个项目
跑下来，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各类成本太
高了，身累心也累。作为企业，我们太期待建
设投资项目审批领域的改革了。

【改革攻坚】
针对企业反映最突出的建设投资项目审

批问题，株洲市下硬决心、花大力气，大刀阔
斧地进行改革，大幅精简审批事项、压缩审批
时限，极大优化了投资环境，促进了项目建设
提速。

啃硬骨头，将“减法”进行到底
许多企业将项目报建称为“跑项目”，一

个“跑”字，几多酸甜苦辣。
2013年，株洲市一次调查显示：一个房

地产开发项目从项目备案到验收， 需要历经
20个正处级政府职能部门、20个部门二级机
构的审批、30个中介机构服务， 共需缴纳29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41项服务性收费， 审批
流转至少需要1年以上。

调查结果震惊、 刺痛了株洲市委市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什么问题最突出， 就要重点
解决什么问题，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

2015年6月1日，株洲市在全省率先启动
建设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精简事项、优化
流程、压缩时限，将“减法”进行到底。

改革以来，共减少中介服务12项，取消
审批事项7项、 调整或合并审批程序13处，
减少专家评审环节4个，取消各类申报资料
75项。

株洲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郝建东说，以

前企业办理项目审批，要一个一个部门跑，是
“串联式”的；现在只要把审批资料一次性交
到牵头办理部门， 由牵头部门召集有关部门
一并办理，是“并联式”的。从“串联”到“并
联”，一字之变，天壤之别。

按照“一窗受理，牵头负责，同步审批，限
时办结”的原则，株洲市将市级权限内审批的
建设投资项目流程分为立项及工可、 规划用
地、设计审批、施工许可和合并验收5个阶段，
分别由发改、国土、住建部门牵头负责，实行
“一家审批、多家备案、一个公章办结”。

办理时限随之大幅缩短。 建设项目联合
收费， 过去单独收费需20至30个工作日，现
在即到即办；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手续办理，过
去要5个领导签字，耗时4至5个工作日，现在
窗口即到即办；项目竣工合并验收，过去每个
部门单独验收，需要4个月左右，现在缩短到
10个工作日……

“改革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太令人惊喜
了。”株洲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发报建
经理万彬告诉记者，去年底，企业开发一个地
产项目，从签下土地合同到拿到预售证开盘，
仅用了3个月，“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还是 “跑项目”： 以前是企业
跑，现在是部门跑

与同事们不同， 株洲市住建局行政审批
科科长郭峙不在局里上班， 而是天天值守在
株洲市政务服务中心， 现场协调办理各类审
批事项。

不仅是郭峙，审批事项涉及到哪个部门，
哪个部门主管领导或业务科室负责人就得在
规定时间来审查资料或参加会签。一次会签，
最多可能涉及近10个部门。

还是“跑项目”，以前是企业跑腿，现在变
成了部门跑腿。

利用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平台作用，株
洲推动建设投资项目审批“两集中两到

位”：审批职能向一个科室集中、审批科室
向政务中心集中；窗口授权到位、审批事项
进驻到位。

在株洲市发改委行政审批科科长付光华
看来，改革有三大变化：从分散审批走向集中
审批，从封闭走向公开，从以审为主变为以服
务为主。“以前多少有些老爷心态， 现在必须
转变为服务心态。”

株洲新芦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胡安回忆起一个细节：今年7月4日，是公司
一个安置性住宅项目接受多个部门现场合并
验收的日子，当天株洲遭遇强暴雨袭击，大雨
倾盆中， 胡安接到电话：“这个项目是民生项
目，等不起，验收风雨无阻！”胡安说，“那一
刻，我真真实实被感动了。”

对民生项目、重点工程开辟绿色通道，推
行网上审批、全程代办、容缺办理，实行打包
收费……株洲市推动建设投资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一步步走向纵深。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株洲市建设
领域涉改部门累计受理项目975个，办结735
个。 建设投资项目由过去企业投资项目审批
需要200个以上工作日， 政府投资项目需要
300个以上工作日缩短到企业投资项目只需
65个工作日， 政府投资项目118个工作日即
可完成， 企业项目报建成本减少60至70
元/平方米。

【专家点评】
肖卫：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株洲市建设投资项目审批改革是具有典

型意义的探索性改革。 改革围绕建设项目报
建审批普遍存在的程序繁杂、政策打架、效率
低下的突出问题集中发力，实事求是，大胆创
新，从根本上解决了各部门各自为政、审批不
畅的问题，建立了流程公开、时限公开、监督
公开的良好运行机制， 有效提高了政府工作
效率，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优化了地区投
资环境。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黄亮斌）省环保厅今日通报，7月份，全省
14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94.5%。14个市州25个主要江河、 湖泊交
界断面中，三类以上水质断面达23个。

通报指出，7月份14个市州城市的平均
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9%，除臭氧外，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PM10、PM2.5等5
项主要污染物浓度均不同程度下降。按照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空气质量排
名居前三位的城市为吉首市、怀化市和张家
界市，居倒数一、二、三位的分别为长沙市、
湘潭市和娄底市。

水环境质量方面，7月份，14个市州25
个主要江河、湖泊交界断面中有23个断面达
到三类水质。324个江河省控断面中，有319
个断面达到三类以上水质，5个断面为四类

及以下水质。21个湖库省控断面中， 有6个
断面达到三类以上水质， 其中东江湖所设2
个断面均为一类水质；四类及以下水质断面
15个。全省29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全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类以上
水质。

省环保厅指出，7月份突出的环境质量
问题包括：株洲、岳阳和郴州3个城市，连续2
个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出现同比下降；
湘潭的涟水入河口与昭山，益阳市桃谷山和
大通湖，娄底市大科石埠坝等断面，未达到
国家“水十条”年度目标值或出现连续水质
下降； 郴州的马家坪电站大坝断面砷超标，
湘西的狮子桥坝下断面镉超标。 通报要求，
各地要加快出台本地区环境质量监测考评
办法，加强对水和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的核查
和通报。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陈蓉芳）根据省环保厅今天发布的7月份
环境空气质量通报， 江永县前7个月的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08天 ， 优良率接近
100%。

打开江永县政府网站，可见页面左侧有
一个专栏，滚动显示当日空气质量、指数、主
要污染物等情况。江永县环保局局长周多嗣
介绍，今年1月起，该县启动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并在全省各县（市、区）率先对公众发布
实时空气质量监测结果，让群众及时了解空
气质量。

今年来，江永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已连

续数月跻身全省前三， 其中6月份还位居全
省首位。 如何持续保持优良的空气质量？周
多嗣介绍，以“生态立县”为发展战略，江永
加快建设美丽乡村、精美小城。近年来，全
县共关停高能耗、 高污染的冶炼规模工业
企业1家、“五小企业”20家， 严肃查处了一
批违法排污企业。同时，招商引资做到“两
个一律，一个逐步”，即冒烟的企业一律不
要，影响环境的一律不要，城区的企业逐步
搬出城外。 近年引进生物质发电、 电子科
技、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19家，绿色工
业呈现良好态势，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
护的双赢。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易帆）记者今天从省审计厅获悉，该厅对
全省164个市（州）、县（区、经济开发区）财政
部门实施了统一的电子数据采集，采集的电
子数据内容涉及财政预算执行、国库集中支
付、非税收缴管理、涉农资金发放等主要财
政业务。

以往，审计部门对财政部门的电子数据
采集和应用主要依托审计项目，采集的内容
和范围主要围绕审计目标而定。 今年初，按
照国家审计署的统一部署，我省审计部门启

动省以下财政数据的采集报送。这也是我省
审计部门首次开展自上而下、全省范围的财
政数据采集，采集的数据涉及财政业务各方
面，对实现审计全覆盖具有重要意义。

省审计厅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对财政
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和挖掘，可以发现资产负
债不实、财政收支虚假等现象，进而披露和
查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 确保依法公正审
计。下一步，我省审计部门将组织开展更多
行业和领域的数据采集和分析，逐步构建大
数据审计模式，更好地履行审计监督职能。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 （记者 奉永成）为
汲取事故教训， 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好转。 今天， 全省安监局长座谈会在长沙召
开。 来自14个市州的安监局长和部分重点
县、市、区的安监局长，主动揭短、亮丑，为全
省“安全生产”工作献计献策。

“危险化学品规划布局不合理、非法储存
现象严重，危货运输形势严峻。”长沙市安监

局局长文卫红首先揭短， 并表示计划用两年
左右的时间， 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全程安全
管理整治工作。

随后发言的局长们纷纷自揭短处：洞庭
湖水域采砂乱象丛生；花垣县地下非煤矿山
安全隐患突出；安全监管不愿管、不会管的
现象时有发生；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监管责
任落实不到位；安监队伍的素质能力与监管

任务不相适应；部分乡镇安全生产基础工作
不扎实……

对揭露出来的问题， 局长们不仅对自己
分管的“自留地”拿出了解决方案，还纷纷为
其他市州献计献策： 洞庭湖采砂应该联合执
法； 花坦县存在安全隐患的地下非煤矿山可
以安排专人跟进，引导退出……

“找到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就能消除
安全隐患。”听了大家的发言，省安监局局长
李大剑希望各市州安监局长提振信心， 以强
硬的手段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打通安全生产
最后通道， 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发生。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李三星）今天17时许，岳阳市东洞庭湖
楼西湾芦苇承包户胡某、刘某主动拆除标有
“禁”字的旗帜，给渔民让出作业空间。岳阳
县渔政局城陵矶管理站站长彭向明等执法
人员在现场监督。彭向明说，芦苇经营者不
得画地为牢禁止渔民捕鱼，渔民作业期间也
应保护好新萌芽的芦苇，各自维护对方合法
权益。

今天，湖南日报刊发《岳阳县东洞庭湖
出现新“渔霸”》，报道君山人胡某、刘某霸占
湖床，既种芦苇又打鱼，且不准其他渔民进
入作业，引发“渔苇矛盾”。岳阳县渔政局高

度重视， 迅速召集岳阳市湖洲综合开发中
心、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等单位负责人，约
谈苇业经营户和渔民代表。苇业经营户对存
在的问题全部打收条。县渔政局副局长李锋
提出，芦苇承包户应马上自查自改，拆除有
关旗帜，禁止筑“矮围”；执法人员应举一反
三，加强常态化联动巡查，发现问题迅速反
应，立行立改。

目前，岳阳县渔政局局党组成员已分赴
联点水域督导， 其下属4个管理站和1个执
法大队50余名执法人员全线出动， 在各自
管辖水域开展督查和政策法规宣传，力求化
解“渔苇矛盾”于“萌芽”之中。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黄德开 黄杨平） 省茶业协会今天发布，
2016第八届湖南茶业博览会（简称“茶博
会”） 将于9月2日至5日在长沙红星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

“茶博会”是“展示魅力湘茶、弘扬湘
茶文化，发展茶叶经济、扩大茶叶消费”的
重要平台，此前已连续举办七届，取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悉，第八届
“茶博会”将重点推介石门银峰茶，省内茶
叶龙头企业、 茶叶主产县市将悉数参展，

云南、福建、浙江等省份也将有大批茶商
登台亮相。展会期间，还将举行“2016湖南
茶叶‘十大公共品牌’、‘十大杰出营销经
理人’、‘十强最美茶叶村（茶园）’”评选颁
奖、“茶祖神农杯”名优茶评选颁奖、第三
届“禅茶一味”文化展示及专场禅茶乐会
等主题活动。

本届“茶博会”由省农委、省供销合作总
社、省经信委、省扶贫办、省湘西地区开发领
导小组办公室、省工商业联合会、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联合主办。

改革最前线

� � � �针对企业反映突出的建设投资项目审批问题， 株洲市勇啃改革硬骨
头，将审批时限由过去的至少一年半以上，缩短到65至118个工作日———

“跑项目”不再难不再累

7月全省空气平均优良天数达94.5%
吉首、怀化、张家界空气质量排名前三
株洲、岳阳、郴州连续2个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下降

打造精美小城 严查违法排污

江永县前7月空气优良率近100%

逐步构建大数据审计模式

审计部门采集164个财政部门电子数据

第八届“茶博会”9月初举行

■报道之后
岳阳县渔政局全线出动

化解“渔苇矛盾”于“萌芽”中
抓安全生产工作要硬起来

安监局长主动揭短亮丑

8月18日， 正在进
行扫尾施工的长株潭
城际铁路长沙站。作为
长株潭城际铁路全线
体量最大的长沙站，站
房建筑面积约10000平
方 米 ， 站 台 面 积 约
16000平方米。 目前站
房内外装修已基本完
成， 进入扫尾阶段，本
月底可全部完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株潭城际铁路
长沙站站房基本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