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毛川 寇冠乔 ）
今日11时许，在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准备搭乘海南航空HU7577航
班飞往珠海的旅客杨焱， 成为今
年长沙黄花机场第2000万名旅
客。至此，长沙黄花机场连续两年
旅客吞吐量突破2000万人次，今
年客运量有望达2350万人次。

今年来， 长沙黄花机场着力
提升专业化、 精细化、 国际化水
平， 陆续推出了微信办理机票预
订、停车预约、微信值机、航班查
询、“刷脸”过安检、全流程无纸电
子通关、智能手推车、分舱登机、
向社会车辆全面开放到达层、出

发层限时停车、 设立网约车专属
蓄车场等人性化服务， 受到广大
旅客点赞。今年三季度，长沙机场
旅客满意度达91.4%。

目前，长沙机场共通航126座
城市，其中国际及地区城市38座，
机场的枢纽作用不断增强。 今天，
长沙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0
万人次，比2016年提早了36天。

按计划， 长沙机场还将加快
T1航站楼修缮恢复、西南站坪项
目建设， 启动T2航站楼连廊建
设，推进东扩二期征拆，持续开展
品质提升，不断加密国际航线，确
保机场安全运营， 为旅客提供更
好出行服务。

黄花机场连续两年
客运量破2000万人次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黄妙 彭坚）“以前审批， 劳心
劳力跑一个月都办不好， 现在一周就
搞定， 春节前能搬新家咯。”10月底，
娄底市娄星区水洞底镇凤冠村贫困户
刘建民， 拿着刚办完的易地扶贫搬迁
审批单高兴地说。 娄星区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
取群众满意度的“乘法”，开启了便民
服务的“省心”模式。

今年以来，娄星区积极构建“有事
请找我”责任担当机制，公开干部联系

方式、建立服务窗口，实施首联负责、服
务承诺、限期办结等机制，提升办事服
务质量和效率。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
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求，娄星
区进一步升级“放管服”改革，改革办事
程序， 推行审批事项“一门通办理”及
“一条龙服务”，让群众办事审批最多跑
一次，最多找一人，最多一个月办结。

娄星区着力削减职能部门的行政
权力、审批事项、收费金额，通过整合
审批环节、精简申报材料、明确审批时
限、允许提前介入等方式，形成“一个

窗口服务、一站式办结”机制；对办理
主体、依据、条件、程序、时限等进行公
布， 优化办理流程； 建立分类管理机
制，简单的事项实行即来即办、网上审
批直接办理， 复杂的事项通过联合审
批和容缺受理等方式化繁就简； 实行
权力下放和基层代办服务， 将部分审
批职能从区政务中心下放至乡镇和村
级，由工作人员“跑腿代办”；对受客观
条件制约无法按要求完成的， 开辟绿
色通道，提供事后无偿代办服务，让群
众办事更省心。

娄星区设立了投诉热线， 出台了
问责办法，制定了考评细则，实行“一
月一考核、一月一点评、一月一通报”，
结果运用到年度绩效考核和党政领导
班子、领导干部考核体系。 通过改革，
娄星区共梳理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
329项，全部实行限时办结。其中，民
房审批工作通过多表合一、 多部门联
合勘察会审等方式，从以前的2个月缩
短到28天办结。截至10月25日，娄星
区共为群众办理事项782件， 办理数
量比同期提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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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张升民颁发

命令状并表示祝贺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夏艳辉）10月30日下午， 在益
阳市赫山区欧江岔镇黄杆湖，养鱼工刘
青华打开手机中“惠农百事通”APP，看
到鱼塘中水质溶解氧不足，便通过手机
启动鱼塘中的增氧设备。200多亩鱼
塘， 刘青华原来做这些事要跑到池塘
边，现在坐在家中1分多钟就搞定了。他
高兴地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我们深受鼓舞，要把更多的新
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

近年来， 赫山区在高起点规划现
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田园
综合体“三园一体”的基础上，重点推
进智慧农业建设。 该区与中国电信和
湖南迪麦尔智能科技等公司合作，采取
以奖代投形式，引导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
实现农业生产转型升级。今年头9个月，
区财政投入200多万元，带动社会资本
投入1000多万元建设智慧农业。 该区

大力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建立了
智慧农业云平台， 运用传感器和软件，
通过移动平台或电脑平台对农业生产
进行控制，推动发展智慧农业。目前，已
有58农服、农田谋士、风顺农业等8家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入驻平台。

在赫山区笔架山乡“隆平高科”智
慧农业产业园，区农业局副局长李学著
介绍，湖南中亿农业经营的这处1200亩
的基地里，有土壤墒情、农田小气候监
测设备等24组智能化设施，实现了水稻

生长全方位监测、智能化控制、精准化
生产。再配合集中育秧、间歇灌溉、绿色
防控等技术， 这片稻田相比其他稻田，
生产成本降低了10%，产量提高了10%。

赫山区智慧农业还使农产品质量
安全可追溯管理系统得到推广应用。
在一些蔬菜生产合作社内， 利用互联
网技术实时掌控生产全过程， 蔬菜上
市时自动生成二维码。 消费者用手机
扫一扫，就可了解所买蔬菜产地、生产
过程及农药残留等检测数据。

借助现代科技力量 实现农业转型升级

赫山区智慧农业促农增效

最多跑一次 最多找一人 最多一个月办结

娄星区便民服务让人省心

湖南日报评论员

11月1日，省委、省政府召开省市
县乡村五级干部电视电话会议 ，动
员、部署、落实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
整治工作 ；同时 ，省发改委 、省水利
厅、省环保厅等9个省直职能部门制
定专项整治措施，祭出“杀手锏”，一
场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的风暴已然
刮起。

此前，省委、省政府已先后召开
洞庭湖治理专题会议、 洞庭湖生态
经济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 省委书
记杜家毫还乘船深入湖区， 专题调
研洞庭湖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治理情况。

省委、省政府的会议直接开到村
级组织，这是多年未有的安排；主管部
门联手出台的专项整治措施力度之

大，行动之实，可谓雷厉风行，彰显出
省委、 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神， 切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强决心， 和直面问
题、立行立改的坚决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洞庭湖
生态环境保护，多次对包括洞庭湖在
内的长江流域生态、饮用水源地安全
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长江经济带要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一系
列重要思想，就是我们打赢洞庭湖生
态环境保卫战的根本遵循。

洞庭湖是湖南的母亲湖。 水，是
大自然对洞庭湖的恩赐，是她最宝贵
的资源。碧波万顷，一湖清水，是人们
对洞庭湖的共同心愿。洞庭湖生态环
境整治，关键是对水的整治，做好保
护水体这篇文章。一切有利于湖清水
碧的事，我们都要干；一切破坏水体

的问题，我们都要解决。
目前，围网养殖、工业污水偷排

漏排、生活污水直排、非法采砂等，是
污染洞庭湖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存
在了多年， 对它们的治理也抓了多
年，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一湖清
水”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洞庭湖生态环境问题，是过去违
背自然规律、不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留
下的 “后遗症”。 偿还这笔 “陈年欠
账”，就意味着必须舍弃以往“靠水吃
水”的路径依赖，打破一些不符合生
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坛坛罐罐”。在这
方面，要有“舍小得大”“舍近得远”的
智慧。正如杜家毫同志所说，“喝水比
吃鱼更重要”。善于算大账、长远账、
生态账、政治账，就能坦然扛过眼前
的阵痛，从生态环境治理中辟出一条
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新路子。到那

时， 就会觉得过往所有的努力都值
得。

还洞庭湖一湖清水， 是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的大功德、大政绩。整治
洞庭湖生态环境，问题在水里，根源
在岸上、 在人的认识和责任心上。要
以河长制为抓手， 层层夯实各级责
任，对治理工作中各种不作为、乱作
为、失职渎职、阳奉阴违等行为严格
追责；同时要树立起打攻坚战、持久
战的思想，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解
决，一任接着一任干，努力做到新账
不再欠、老账加快还，针对围网养殖、
非法采砂、 违法违规排放等关键问
题，抓住一个干成一项，积小胜为大
胜， 最终赢得湖区生态环境整体好
转，让“母亲湖”早日重新焕发“湖光
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的美
丽容颜。

坚决打赢洞庭湖生态环境保卫战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沙兆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 邀请省司法厅有关
负责人就我省深化改革、 推行法
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
制度相关情况进行介绍。

2016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
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
师制度的意见》，为贯彻落实好中
央有关精神， 省委深改组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行
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
师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发布会就实施两项
制度的任务目标和要求进行重点
介绍。

《实施意见》提出，2017年底
前，省、市州、县市区、乡镇党委和
政府及县级以上各级党政机关工
作部门普遍设立法律顾问， 县级
以上党政机关普遍设立公职律
师， 乡镇党委和政府根据需要
设立公职律师； 国有企业普遍
设立法律顾问， 根据需要设立
公司律师 ；2018年底前事业单
位全 面 建 立 法 律 顾 问 制 度 ；
2020年底前鼓励村（社区）全面
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全面形成
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律服
务需求相适应的法律顾问、公职
律师、公司律师制度体系。

根据有关精神， 我省进一步
明确了以政府购买服务、 志愿服
务方式支持鼓励村（社区）全面建
立法律顾问制度。村（社区）法律
顾问以社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为主体， 履行提供法律意
见、 处理法律事务、 开展法制宣
传、服务村（社区）治理、参与人民
调解和信访事项化解等职责。这
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对促进社
会依法治理、 建设法治湖南有着
积极意义。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建
立健全听取和采纳法律顾问、公
职律师、 公司律师意见的工作机
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要求党政机
关、国有企业在讨论、决定重大事
项之前，应当听取法律意见；党政
机关、国有企业在起草、论证法
规规章草案或企业章程等重要
文件时，应当请法律顾问、公职
律师或公司律师参加，或听取其
法律意见；法律顾问、公职律师、
公司律师认为不合法不合规的
事项，不得提交讨论、作出决定。
对违反上述工作要求，因该听取
未听取、该落实未落实、该采纳
未采纳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
重不良影响的，依法依规追究党
政机关、 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
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
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 （记者
周月桂）鹤龙湖口味蟹、三井头炖
肠子、左宗棠原味鸡、樟树港辣椒
炒肉……今天的湘阴湘菜飘香，
第十二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暨
湘阴湖鲜美食节在这里画上了完
美的句号，湘阴县也成功获批“中
国湖鲜美食之乡”称号。

今天的湖鲜美食品鉴晚宴
上，湘阴知名菜肴悉数入席，与会
宾客大饱口福， 充分展示了湘阴
美食的魅力。来自湖南、北京、广
州等地的餐饮企业代表， 还参观
了湘阴优秀食材企业基地， 争相
订购樟树港辣椒、 鹤龙湖大闸蟹
等优质食材。

本次美食节于6月9日开幕，
以“品味湖鲜美食， 畅游左公故

里”为主题，举行了“申报中国湖
鲜美食之乡”、 打造湘阴名菜名
宴、评选名厨名店、湖鲜美食文化
交流与推介等八大主题活动，既
有餐饮界的烹饪技艺交流，又有湘
菜产业链的食材展示，还有富有特
色的湘菜文化推广活动。本次美食
节经过公平、公开、公正的评选，评
定了湘阴“十大名店”“十大名菜
（小吃）”“十大名厨” ，湘阴县也成
功申报并获批“中国湖鲜美食之
乡”， 湘阴的美食文化得到了更广
泛的推介和传播。

美食节活动由省商务厅、湖
南日报社共同主办，湘阴县承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餐饮、 食材企业
代表， 以及湘菜大师共390人出
席了今天的活动。

决定重大事项前
应听取法律意见
我省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

公司律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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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之畔
活力新城

10月31日，高楼林立的湖南湘
江新区洋湖总部经济区，碧水环绕,
彰显着城市发展的蓬勃活力。 该经
济区位于长沙市西南面， 北依岳麓
山、东临湘江，拥有12000亩城市湿
地和河滩湿地，规划面积13.38平方
公里， 定位为功能复合的总部经济
基地、城市中心的湿地公园、生态宜
居的活力新城， 是全国人居环境范
例和智慧城市试点区。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闫利鹏 摄影报道

第十二届中国湘菜
美食文化节圆满谢幕
“中国湖鲜美食之乡”花落湘阴

新时代 新湖南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行动

精准扶贫生动的湘西实践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精准扶贫”

战略思想4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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