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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王晗）“原以
为要四五天才能完成审核， 没想到很快就办
好了。”8月19日， 浦发银行报建负责人尹晓
琳来到湖南湘江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在窗口
递交项目材料后，不到1小时就完成了施工图
审查备案手续。 得益于行政审批领域改革创
新，近段时间到湘江新区投资、落户的大小企
业都感到办事快捷“超乎预期”。

“现在，新区窗口受理的各项事务都可以
在新区范围内流转， 所有行政审批手续可在
任意窗口咨询和办理。”湘江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主任彭文鑫介绍，今年来，湘江新区发挥职
能集中和先行先试政策优势， 通过第六轮行
政审批改革，把市场能办的交给市场，最大限

度精简审批事项，缩短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
率。目前，新区10项行政审批实现即来即办，
其余44项也大幅提速。如社会投资房建类和
市政类项目审批时限， 分别压缩至17、25个
工作日，平均提速30%。

行政审批高效率的背后， 是政府职能转
变和权力规范运行。针对现代服务业、高端制
造业、创新创意类产业等重点产业发展需要，
湘江新区建立审批部门提前介入指导、 服务
专员全程跟踪协调等机制， 向两端延伸服务
链。同时，创新行政审批方式，出台服务指南，
将审批要素标准化、制度化、透明化，规定“满
足指南的必须进，符合要素的必须批”，杜绝
了行政审批“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现象

发生。今年1至7月，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受理行政
审批3565件，按时办结率达100%。

“优化政务服务， 要设身处地为企业着
想，提供全方位、全天候优质服务。”长沙市委
副书记、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主任虢正贵表
示，新区将进一步做好省、长沙市下放权限的
承接工作，打造审批最方便、最高效的国家级
新区。

邵东箱包
插上电商“翅膀”

全县2000余家箱包生产及配套
企业，有1300余家加入电商平台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
平 通讯员 邓星照 魏志刚）8月24日上午，邵
东县举行中国·邵东首届书包文化节启动仪
式，中国（邵东）电商一条街官方商城正式上
线运营，当天入驻箱包企业20余家，当地箱包
与电商行业深度融合迈出坚实步伐。

邵东是久负盛名的“中国箱包生产基地”。
近年来， 该县推进箱包与电商行业抱团发展，
走上互惠共赢新路。目前，全县箱包生产及配
套企业发展到2000余家， 其中1300余家已加
入电商平台。去年，全县箱包出口创汇2.5亿美
元；今年1至7月再创新高，出口创汇达2.3亿美
元。在国内，书包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70%。

这次中国·邵东首届书包文化节由中国邮
政集团邵东分公司、湖南省前驿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主办，将积极发动箱包企业家及各界爱心
人士助学， 向全国各地贫困学生捐献书包，并
进一步提高箱包品牌知名度，扩大销售量。

行政审批“即来即办”
湘江新区今年1至7月受理行政审批3565件，按时办结率达100%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刘军 廖蔚佳 肖知音）“这次竞赛既是
深化比学促做的加油站， 也是推动改出实效
的发动机……”8月24日上午，醴陵市“两学
一做”知识竞赛进行决赛，教育系统代表队获
得一等奖， 长岭中学副校长袁景兰发表获奖
感言。

醴陵市市委书记胡湘之勉励全市各基层
党组织与全体党员，立足岗位自我修炼，建功
立业自我超越，带头讲发展，讲团结，讲实干，
讲廉洁，讲品位，带领百万醴陵父老乡亲主动
出击，加快转型发展，推动升级突围。

据介绍，醴陵市有113个基层党（工）委、
1307个党支部与4.5万多名党员。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中，该市针对不同党员群体开展
分类培训， 实行分级指导， 坚持读原著悟原
理。并精心编排花鼓小戏《组织生活会》，到各
地巡演，寓教于乐。目前，全市已举办各类培
训177次，培训党务骨干1.38万人次。

醴陵市还重点推出了“主题党日活动”，
突出“一个活动、一个主题”，建树“一个支部、
一个堡垒”，倡导“一名党员、一面旗帜”。4月
以来，明确每月的18、19日中的1天为固定党
员活动日，由党员领导干部示范、基层党支部

为主体、全体党员参与，在基层一线群众身边开
展“我是党员我来帮”“关爱儿童，守望成长”等
一系列主题活动。

同时，为加大专项排查整改力度，醴陵市
先后梳理党支部问题9大类39小项、党员问题
5大类20小项， 并成立7个工作督导组， 采取
“班子成员包支部、支部委员包党小组、党小
组长包党员”的方式，开展“一个支部一份清
单，一名党员一份对照”精准整改行动。目前，
已对存在突出问题的党支部和党员建立整改
台账，明确了帮扶责任人和时间表，整改工作
在扎实进行。

醴陵采取分类培训，专项整改———

“两学一做”实学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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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欧阳倩）“原来
有法律问题也不敢轻易去咨询律师， 总担
心收费很高，现在好了，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免费的法律服务。”今天下午，在长沙市芙
蓉区马王堆街道华泰尚都律政服务大楼前
坪，由19家律师事务所组成的“天平爱心
公益联盟”， 组织了50余名专业律师志愿
者，免费为市民提供法律服务。

百余名市民前来咨询法律知识， 涉及
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律师们一一进行解答。

志愿者律师介绍： 以后， 我们将通过进机
关、进校园、进企业等方式，开展普法宣传，
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市民依法维权。

该志愿者服务队位于华泰尚都律政服
务大楼，这是芙蓉区今年3月打造的我省首
座律政服务大楼。 在政府扶持政策和企业
让利的双重优惠下， 已有大批律政企业入
驻。近年来，芙蓉区政府在专业楼宇打造方
面做出了一定的探索， 已成功推出总部大
楼、金融服务大楼和影像创意大楼。

50余名律师志愿者免费提供服务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通讯员 周云
峰 记者 杨军 )8月24日， 首支二万两花
卷茶（又称千两茶）在安化江南镇红泥村
踩制。 这是安化黑茶千两茶制作规格新
突破。

据安化县茶叶办工作人员介绍， 这支
二万两的茶是目前茶叶部门记载的重量最
重的花卷茶， 由安化千两茶制作技艺传人
李国平带领18人踩制，采用安化五龙山野
生茶叶制作，茶品净重625公斤（相当于清
朝老秤20160两）， 茶体长5.38米、 直径为

0.7米。制作过程耗时6小时，参与制作人
员30余人，成型后置于晾架上，经大自然
日晒、夜露、风吹，吸收日月之精气，自行
发酵、干燥。

李国平说，这种特制花卷茶制作难度
大，灌料时要用4根木柱支撑竹篾篓，篾篓
的青竹篾需长12米，系选用16根大竹子制
作。

据了解，这支茶将被四川一家黑茶博
物馆收藏，并作为安化黑茶标志性产品进
行展示，还将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首支二万两花卷茶在安化踩制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
秉钧 通讯员 王丽文 廖昕） 体验消防设备
操作、参与演练灭火……8月24日，郴州市苏
仙区白鹿洞街道龙门池社区举办的消防宣
教培训活动现场， 当地300多名居民亲身感
受了消防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现场，居民刘女士在消防官兵指导下启
动干粉灭火器，对着一个铁盆里熊熊燃烧的
大火一阵喷洒，火苗很快被扑灭。她高兴地
说：“这是我第一次亲手使用消防器材，觉得
用起来也很容易。” 现场很多人也学习使用
消防器具，参加灭火逃生技巧演练。培训现
场还发放了家庭消防安全知识读本等资料，
并开展了现场咨询、消防安全知识有奖竞答
活动等。

“白鹿洞街道是苏仙区政府购买消防宣
教服务工作试点单位。” 郴州市公安消防支
队支队长刘涛说，他们立足实际，按照“政府
出资、企业承办、消防监管”的思路，引入培
训中介机构，探索实施政府购买消防宣教服
务的新路子，取得了较好效果。

据了解，苏仙区财政购买消防宣教服务
试点覆盖白鹿洞街道所有社区，并推行全员
全民普训。白鹿洞街道党工委书记蒋艳飞介
绍，街道各社区主动联系消防部门和专业机
构，动员各单位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学以
致用。试点工作自今年6月底正式启动以来，
已举办培训活动210多场次，发放资料2万余
份，培训4.3万余人次。

苏仙区试点
财政购买
消防宣教服务

8月24日，新宁县麻林瑶族乡上林村，4名游客站在树根上合抱一棵古树。该村是瑶族传统
特色古村落，生长着100年以上树龄的珍稀古树20余棵。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这里的古树、古
院落成了游客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郑国华 李甲林 摄影报道

瑶乡古树成风景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洪文 林茂平

“党和政府的帮扶政策真好，让我们住
上了青瓦白墙大房。”近日，记者到炎陵县
采访， 该县船形乡水垅村贫困户刘兴礼高
兴地说。

村党支部书记刘世发介绍， 刘兴礼家
以前住的是一栋土坯房，杉皮盖顶，每逢下
雨屋里就漏水。今年3月，炎陵县委宣传部
帮扶工作队驻村，启动杉皮屋改造项目，全
村申报改造的贫困户有120多户， 现已改
造94户， 另有7户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盖起
了新楼。

杉皮屋，一道残缺的风景

水垅村地处炎陵县西南边陲的青山绿
水间，平均海拔800米以上，全村9个村民
小组198户754人，散居在12.68平方公里内
数十座大小山头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多年来， 村民人均纯收入不到株洲市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

过去，水垅村的房子90％以上是杉皮
屋，多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房时就地
取材，墙体用黄泥土夯实而成，取杉树皮盖
顶。杉皮屋，成了当地一道残缺的风景。

“这种泥土结构的房屋，抗风抗冰雪能
力差。杉皮屋顶易风化破败，泥巴墙体也容
易软化开裂，不安全。”提起杉皮屋，村民刘
小明话语中透着无奈。

帮扶好，从房改破题

今年初， 炎陵县委宣传部帮扶工作队
进村后，决定从最紧迫的房改破题帮扶。

为核实情况，帮扶队员分成3组，对全
村所有农户逐一走访调查。

“安居才能乐业。”碰头会上，帮扶队和
村支两委意见统一。通过积极争取，水垅村
杉皮屋改造项目很快获批。

但盖房所需瓦片要到几十里外的县城
或中心集镇采购， 而村里全靠一条路面宽
不足3米的盘山公路与外界相通， 路陡弯
多，运输成本高。而且，大多村道未到户，材
料只能运到半路，肩挑手提费时费力。

为确保改造顺利推进， 帮扶队员发动
村民互帮互助，并让村里组建专门班子，为
缺少劳力的贫困户提供“一条龙”服务。几
个月下来，青瓦白墙房逐步取代杉皮屋，成
为村里新风景。

“做梦都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将老
房子修缮一新，住上大瓦房。”80岁高龄的
低保户陈秀松对帮扶队千恩万谢。

奔小康，发展庭院经济

为把大瓦房变成“幸福屋”，帮扶队因
地制宜，引导村民发展生态庭院经济，根据
贫困户自身特点，帮他们在房前屋后养鸡、
养猪及种植杉树、油茶、笋竹林等，还帮他
们找销路。

水垅村生态条件好，当地土壤、气候适
宜黄桃生长。村委会牵头采购桃苗4000余
株，组织村民种植黄桃200余亩。

“我们计划用2到3年时间，发展黄桃
500亩， 带动全村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
上。”帮扶队一位工作人员说。

有了帮扶队和村委会支持， 村民发展
产业少了后顾之忧，热情高涨。如今，全村
新造杉木林600多亩， 高标准改造笋竹两
用林2000余亩，油茶垦复3000余亩。

“接下来，村里还将进一步建好道路，
以方便将杉木、竹子、竹笋等运输出去。”谈
起村通公路、户通水泥路的规划，村民信心
十足。

“我们住上了青瓦白墙大房”
———炎陵县水垅村杉皮屋改造见闻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通讯员 王明义
简云勇 记者 余蓉）“田伯，从今天起，我就
是您的亲闺女。这是我的联系名片，有头痛
发热，就打电话给我，我马上就来！”8月22
日，临澧中医院医生李久云，来到陈二乡百
草村65岁农民田树林家里，查病治病，免费
送来药品，还攀上了“亲戚”。

据了解，今年8月，临澧中医院组织全
院89名党员、团员，分成10个医疗小分队，
肩背药箱，按照县有关部门提供的名单，为
年满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上门服务，建立

健康家庭档案，发放医疗连心卡，签订长期
志愿“家庭保健医生”合同。

田树林就是服务对象之一。 他的儿子
儿媳都在广州打工，与老伴带着12岁孙儿
留守在家。 田树林患有慢性支气管哮喘病
及白内障眼疾， 老伴又有慢性胆囊炎及胆
结石疾病，但都一直拖着没去看病。这次李
久云上门，为老俩口测血压，量体温，并建
立家庭健康档案，免费发放药品、讲解疾病
防治知识。“这样的‘闺女’ 我们求之不得
啊！”田树林开心说。

白衣天使下乡攀“亲戚”

� � � �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黎实 赵媛媛）8月24日， 国家旅游局传来喜讯：
该局联合新浪网举办的“中华情怀·旅游故事”
全国首届旅游美文征文大赛中，江华瑶族自治
县桥头铺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吴东平的诗歌
作品《凤凰赋》获得一等奖。

“中华情怀·旅游故事” 全国首届旅游美

文征文大赛去年底启动以来， 广大网友、游
客、文学爱好者踊跃参与。短短4个月时间，
主办方共收到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来稿5603篇。

经过由文学、 旅游和媒体业界资深人士组
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初评、复评，评出游记、人
物、评论和诗歌四大类获奖作品63篇。

吴东平《凤凰赋》喜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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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阮涛 李丽君）8月24日， 在郴州市北湖区
北湖街道同心桥村和谐新村， 住了半年公租
房的居民李红华高兴地说：“这次搬回刘仙岭
山脚下的家中，再也不用担心山体滑坡了。”

今年2月15日， 北湖街道刘仙岭公园
西侧发生山体滑坡，滑动土方90万立方米
以上，潜在滑坡体200万立方米以上，对周
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极大威胁。2月
20日，经过做工作，刘仙岭山脚下56户200
多居民被紧急疏散到和谐新村公租房安
置。当地政府承诺，8月底可回迁。

据了解，经半年紧张施工，刘仙岭地
质灾害抢险治理主体工程已完工，后续工
作正在进行。整个治理工程共打入支护桩
25根、锚杆282根，山体土方外运13万立方
米， 消除了山体滑坡险情。 从8月20日开
始，居住在和谐新村的搬迁户陆续回迁。

“当时我们作出8月底回迁的承诺是
担负着很大压力的。半年来，我们一方面
关注和协助做好除险施工，同时组织了社
区服务队， 为避险搬迁的居民提供服务。
现在承诺兑现了， 心里的石头放下来了。”
北湖街道党工委书记尹曙华说。

山体滑坡险情消除
北湖区刘仙岭搬迁户高兴回迁居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