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肖翔 田拥军 ）近日，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对接
“北上广”优化大环境行动导则》（以
下简称“《导则》”），明确各级各部门
主要负责人是优化大环境行动的第
一责任人，并将重点任务细化成88条
具体任务， 明确了责任分工和进度

安排。
制定该《导则》旨在全面贯彻落实

我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借鉴
北京、 上海、 广东等发达省市先进经
验， 结合湖南实际打造便捷高效的政
务环境、宽松有序的市场环境、配套完
善的商务环境， 以争取更多世界500
强项目落地湖南， 进一步提升开放发

展水平。
《导则》要求重点从审批、成本、

法治、信用、创新、服务、通关等七个
方面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例如，《导
则》 要求严格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所有
涉企行政审批及服务事项办理时
限，缩短至法定时限三分之二以内。

各级政府向企业作出政策承诺要严
格依法依规， 不得违法违规承诺优
惠条件。

下一步， 我省将建立和发布全省
营商环境评价指数， 对各级各部门优
化大环境成效实行量化评价， 评价结
果定期向社会公布。

（《导则》详见4版）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赵飞 许岗） 今天
上午，由中铁二十局等单位承建的
长株潭城际铁路西延线全面启动
联调联试。首趟J55001次测试列车
从城际铁路长沙站出发，途径长株潭
城铁西延线谷山、尖山、麓谷等站，约
25分钟后抵达终点站湘江西站，测
试时速最高达到每小时80公里。

连接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的
长株潭城际铁路， 全长104.36公
里，共设24个车站，设计目标时速
为每小时200公里。其中，长沙站以
南的17个车站已于去年底通车，长
沙站以西段（及西延线）计划今年
底开通运营。

据了解，城际铁路联调联试和
后续运行试验主要包括站前、环
境、弓网、通信等系统速度试验，信
号系统联调联试，全线拉通试验和
运行试验等方面。

左图 ：11月5日10时， 首趟
J55001次测试列车从城际铁路长
沙站出发，途经长株潭城铁西延线
谷山、尖山、麓谷等站，于10时25
分到达终点站湘江西站。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赵飞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陈巧玲）记者今天
从省住建厅获悉，由该厅主持，湖
南磁浮公司、 同济大学共同承办
的湖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中
低速磁浮交通设计规范》《中低
速磁浮交通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送审稿专家评审会于11月3日在
长沙召开。评审专家组认为，这两
项地方标准整体达到了国内领先
水平。

这两项地方标准在省住建厅
立项编制，是以城市轨道交通、高
速铁路的设计、 质量验收规范为
基础， 结合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

特点， 总结吸收我国中低速磁浮
交通试验线、 长沙磁浮工程的设
计和质量验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编制的。湖南磁浮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周晓明称， 这两项地方标准
作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补充，
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 将进一步巩固我省中低速磁
浮优势产业地位， 带动我省产业
升级和经济发展。

截至目前， 由湖南磁浮公司
建设及运营的长沙磁浮快线已安
全试运营一年半时间，列车正点率
达99%以上，充分证明中低速磁浮
交通技术成熟、可复制、可推广。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丁酉年九月十八
第24616号

6
2017年11月

星期一

今日8版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刘也

新时代 新湖南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行动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夏建军）“这个中转站解决了
生活垃圾随意处理、倾倒的问题，‘民
心工程’深得民心。”11月初，衡山县
垃圾中转站试运行，得到居民的一致
好评。

据了解，衡山县委、县政府坚持
把民生项目建设放在首位，去年推出
“项目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从今年起
到2019年，分别为项目建设年、攻坚
年、决战年，开展旅游提升、产业提

速、城乡提质、民生提标等重点项目
“四提工程”。 其中城乡提质包括8大
工程，即紫巾沿山公路、黄花路、开云
大道、湘江风光带、琵琶湖公园、黄花
公园、体育馆、垃圾中转站等，都与民
生息息相关。

按照十九大关于建设人民满意的
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衡山县在民生项
目建设中建立了“下情上传、 民意直
通”的意见征集联动机制。在项目部署
上，按照“群众点菜”和“政府配菜”相

结合的思路，广泛征求民意，对群众反
映的日常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热点、难
点问题进行汇总梳理，优先安排教育、
医疗、就业、社保、住房、困难群众帮扶
和公用设施改造等领域项目。

针对部分民生项目推进不快、进
展不顺的问题，县里出台“政务绿色
直通车”，加快完成项目选址、用地审
批、环保评审等工作。同时，确定每个
重点项目由一名县级领导主抓，一个
部门牵头组织实施。紫巾沿山公路途

经开云镇14个居民小组，是一项重大
民生工程。由于拆迁难，项目多年没
有启动。去年，县委书记尹培国深入
大街小巷听取意见， 与群众促膝谈
心，终于赢得群众支持。今年1月，项
目顺利启动。

至10月底，衡山县今年有31个重
点民生项目已开工建设， 总投资达
38.08亿元。该县还采取多种方式，推
动污水处理厂、自来水二水厂、萱洲
新农村示范片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雷鸿涛
肖军 通讯员 彭凤华 张家权）“如果
没有‘大关爱’机制提供帮助，我可能
会因病致贫。”日前，家住新晃侗族自
治县县城的退休老人胡智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 他动手术安装心脏起搏器共
花费医疗费23万元，医保报销8.5万元，
大病保险补偿0.27万元，县里“大关
爱” 医疗救助7.8万元， 自己只出了
6.43万元。

胡智说的“大关爱”医疗救助，是

新晃“大关爱”机制医疗救助全覆盖
内容之一。 针对原有政策条块分散，
部门“孤军作战”效果不理想，对困难
群众帮扶救助不足等问题，去年4月，
新晃建立“求助有门、帮扶有章、关爱
有效”的社会“大关爱”机制。县财政
每年投入专项资金，用以保障“大关
爱”对象生活、发展所需。“大关爱”机
制实现了医疗救治、教育救助、就业
帮扶、住房救助、困难救助5个“全覆
盖”。

根据十九大关于增进民生福祉
的精神， 新晃针对以往政策困难帮
扶范围较窄的问题，“大关爱” 机制
将特困群众帮扶救助范围扩大到9
类家庭15类困难群众，涉及3.3万余
人， 并根据困难群众实际情况分类
施策。

94岁的廖冬秀是一名孤寡老人。
记者见到她时，她正躺在新晃晃州镇
民生村村民张莲花家的床上。“关爱
员”张莲花正在给老人喂西瓜，两人

亲热地拉着家常。“她生活不能自理，
吃饭、洗脸、洗澡、盖被子都要我帮
忙。”张莲花说。据了解，像张莲花这
样由财政出资聘请的“关爱员”，全县
就有800多名，其关爱对象是无人照
顾、无法定赡养人或法定赡养人无能
力赡养的、 生活不能自理的孤寡、留
守老人及特殊生活困难人员。 据统
计，截至目前，“大关爱”惠及全县困
难群众81221人次， 共提供帮扶资金
近亿元。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邓星照 魏志刚）日前，宁庆（湖南）
航空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等3家科技型企业
签约落户邵东县。乘着十九大提出的坚定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一东风，邵东推动一批批
高新企业落户，由制造向智造大步迈进。

有“百工之乡”之称的邵东，以前一直处
于产业链条低端。如何提升工业发展质量和
效益？该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对
接“中国制造2025”，一手抓传统制造产业
改造，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县里设
立产业引导基金20亿元、 创投基金4亿元、
工业发展基金1亿元，助推工业转型升级。

围绕智能制造引进新技术、 新工艺，邵
东大刀阔斧对五金、打火机、箱包、印刷等传
统企业进行科技改造。去年组建邵东智能制
造研究院，帮助各企业“机器换人”，广泛应
用自动化生产线等先进工艺和设备。东方神
鹰公司安装了由机器手操作的五金工具智
能生产线，日产量提高一倍多。东亿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的充气、试火、质检、贴纸等13道
工序全部实现自动化，人工减少80%，产值
增加40%。

邵东以园区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平台，培
育发展新动能， 形成了以湘商产业园为核
心，黑田铺印刷工业园、廉桥医药工业园、仙
槎桥五金工业园和周官桥、流泽、团山打火
机产业园为支撑的园区工业新格局。园区规
模工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70%。邵东
湘商产业园建设标准化厂房130万平方米，
引进企业158家，智能制造、3D打印材料、机
器人、住建装配、汽车配件等先进制造业初
具规模。园内湖南兴德缝制自动化有限公司
拥有国家专利21项， 自主开发了20多种产
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高端智能足球专
用缝纫机打破了由欧美日垄断的局面，不但
抢占了全国70%的市场，并打入美国、中东
等海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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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点菜” 政府“配菜”
衡山民生项目建设围着百姓“转”

求助有门 帮扶有方
新晃“大关爱”机制惠及困难群众8万多人次

� � � �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李文耀）昨日，是长沙市政府便民
窗口试行“5＋1”工作制第一天，长
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晚报点（晚
报大道150号）迎来第一个休息日
开门办公。 许多市民一早按网上
预约顺序， 前往大厅排队办理业
务。至当天下午5时下班，该点共办
理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112件。

长沙市开福区蚌塘小区居
民、85岁的邱友莲在两个女儿照

顾下，一早来到不动产登记大厅，
办理房屋过户给小女儿手续。她
高兴地说：“休息日也上班， 方便
多了！”

不动产登记中心周六办公，
诸多相关部门工作时间也作了调
整，除却国土部门，当天登记中心
大厅里还来了税务、 银行等部门
负责人。 长沙市地税局直属局局
长黄京沙透露， 税务部门服从大
局，配合登记大厅周六工作。

长株潭城铁西延线启动联调联试
计划今年底开通运营

对接“北上广” 优化大环境
我省出台《对接“北上广”优化大环境行动导则》

88条细则明确责任分工

长沙首推便民窗口
“5＋1”工作制

巩固我省优势产业地位

我省将推出
中低速磁浮地方标准

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板金点子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亟须精准分类

洞庭湖上“清道夫”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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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印发《意见》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6版

积极探索实践 形成宝贵经验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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