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马永忠 欧阳国江）
今天， 第三届邵商大会在邵阳市
文化艺术中心开幕。 来自海内外
的邵商代表、 邵阳市各异地商会
代表和专家、学者、客商代表600
余人参会。 大会共签订合作项目
61个，总投资369.85亿元。

目前，在全球经商兴业的邵
商超过100万人，在东南亚就有
10万人， 邵商在全国建立了46
家异地商会， 掌握着约2.6万亿
元财富。邵商，已成为名扬海内
外的湘商劲旅，成为邵阳创新发
展新力量。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记者 胡
信松） 省属监管企业将党建工作与生
产经营深度融合， 奏响国企改革发展
最强音。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省属监管
企业党委（党组）书记抓党建现场述职

评议会上获悉，1至11月，省属监管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3811.3亿元， 同比增
长22.4%；实现利润109.5亿元，同比扭
亏增利110.8亿元；创造税收158亿元，
同比增长28.5%。

理直气壮抓党建， 坚定不移促发
展。今年以来，省属监管企业党委（党组）
书记带头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牢固
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在推
进企业党建上用大力气、 下真功夫，牢

牢守住国企的“根”和“魂”， 为企业改革
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思想、组织保障。

华菱集团、 湘投控股集团等企业
党组织， 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改革发
展和生产经营之中， 坚持党建工作与
中心工作一同部署、一体推进、一起考
核， 找准了企业全面从严治党与从严
治企的切入点和结合点， 实现了党建
与改革发展的互促共进，企业营收、利
润大幅增长。 荩荩（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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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酉年十一月初二
第24659号

19
2017年12月

星期二

今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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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刘凌 版式编辑 周双

新时代 新湖南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行动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记者
贺威 于振宇）今天上午，湖南省青
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全体会
议、 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第九次代
表大会在长沙开幕。 省委副书记
乌兰在开幕式上寄语广大青年和
青年学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
青年， 在谱写中国梦的生动实践
中放飞青春梦想， 在为人民利益
的不懈奋斗中创造精彩人生。省
领导李友志、隋忠诚、袁新华出席。

乌兰指出，过去5年，湖南各
级青联、 学联组织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 在省委坚强领导和共青团帮
助指导下，在强化青年思想引领、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积极作
为， 展示了当代湖南青年砥砺奋
进的青春时代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对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阐述，
为当代中国青年运动进一步明确
了时代主题、 指明了前进方向。”
乌兰说，“省委省政府确立的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为当代湖南
青年提供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历史
坐标和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

乌兰强调， 广大青年要把憧
憬与追求融入中国梦， 用理想写
就事业，把爱国热情、报国之志投
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伟大实践中，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的生动实践中谱写青春乐
章。要把智慧与才干写在大地上，
用本领铸就辉煌， 顺应人民期待
和时代发展要求，兼收并蓄，厚积
薄发，注重学以致用，加强实践锻
炼， 在攻坚克难中贡献青春和力
量。 广大青年要把责任与使命牢
记心坎，用担当成就未来，在加快
推进“五个强省”、“四大体系”、
“五大基地”建设等实践中担当作
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
目标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青联和
学联要始终把团结引领广大青年
坚定不移跟党走， 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开创我
省青年工作新局面。

� � �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记者 杨军 通
讯员 颜咏涛 石科圣）近日，益阳市民周保
山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办船员证年审换证，上
午10时30分申报材料，中午1时30分就办好
了。他说，原来这个证两三天都办不好，现在
3个小时就办好了。

据了解，审批提速，这是益阳市“智慧大
脑+政务服务”带来的新变化。在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中，该市实施包括“智慧大脑+政
务服务”在内的10大项目，通过技术融合、流
程再造，大大方便了群众办事。今年11月，该
市获得2017中国智慧城市创新奖， 是我省
唯一获得此奖的城市。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益阳
市明确以善政、兴业、惠民为目标，大力推进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该市与华为、中国电信
湖南公司等单位合作， 进行顶层规划设计，
攻克部门间数据共融共享难题，构建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大生态圈。今年10月下旬，益阳
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建设的“智慧大脑+政
务服务”上线运行，在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五
一五统”，即一单统表、一厅统管、一窗统受、
一网统办、一号统揽，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目前，该市29个部门的242项
办理事项纳入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
口统一受理，一般审批承诺件和投资项目并
联审批办理时间比原来减少一半以上，办件
综合满意率提升至99.9%。

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益阳市还注重
通过丰富应用，增加市民“获得感”。今年4
月，益阳数字城管平台投入试运行后，创新
运用巡查车、无人机和视频监控等，将城市
治理由经验为主变为数据驱动， 实现了城
管与住建、公安、供电等部门共融、联动，平
台受理案件量大幅增加 ， 从4月份不到
3000件增加到10月份的6000余件，交派问
题回复率、 处置率从不到40%增加到80%
以上。

� � � � 湖南日报 12月 18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杨波 刘杰）
12月14日， 澧县投资10亿元的河湖
水网连通工程建设正热火朝天进行。
这项工程将实现河湖贯通，使城区黑
臭水体全部得到改造，为加快建设澧
水中心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 澧县城市发展迅速，城
区面积达到了32平方公里。按照国家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津（市）澧
（县）新城将是继岳阳市、常德市、益

阳市、 湖北荆州市后第五个节点城
市。为此，澧县抓住机遇，以国家新型
城镇化和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为
切入点，坚持先行先试，推进制度创
新，建立健全土地管理、行政管理和
多元化投融资等体制机制，主动在津
澧两地城市规划、投融资平台、产业
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
进一体化。同时，对接京港澳、沪昆、
二广、杭瑞等国家交通大动脉，大力
推进沅澧快速干线第二、第五大道与

襄荆常城际铁路、“一航五港”等交通
建设。

去年8月， 澧县第十二次党代会
提出， 围绕“一极一城”“四大跨越”
“五个澧州”发展路径，全力开展园区
攻坚、城镇带动、交通建设、旅游升
温、民生提质“五大会战”，并重点实
施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双修工程”。
投入43.8亿元，升级改造城市道路38
条。投入34.5亿元，推进棚户区改造，
改善 7133户居民居住条件 。 投资

6000万元， 对县城区澧水大堤艳洲
大坝至澧浦南路5.4公里澧水沿江风
光带大堤加高培厚并绿化。 同时，建
设可开通50条客运班线的津澧汽车
客运枢纽站，实现津澧两地旅客运输
无缝对接、零距离换乘。

通过推进城镇及交通等建设，澧
县县域经济迅速发展。 今年1至10月，
澧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91.1亿元，城、
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20315元、
11755元，同比分别增长8.3%、8%、9%。

� � � � 湖南日报 12月 18日讯 （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满长水 刘敏礼）

“从进入办事大厅， 到拿到木材运输
证、植物检疫证，只花了26分钟，以前
起码要一上午。”12月13日，怀化市民
杨志平竖起大拇指说，鹤城区智慧政
务服务效率高。

去年4月，怀化市鹤城区开展“一
窗式”智慧政务服务改革，创新监管
方式。区智慧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谢
泽波介绍，主要是改变传统“摆摊设
窗”模式，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

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一窗
式”综合受理审批模式。

按照“一窗受理、内部运转、限时
办结”要求，鹤城区政务服务中心把
原来26个区直部门单位分设的45个
窗口综合压减为9个综合收件窗口和
2个统一出件窗口。 任一窗口可办26
个单位158项行政审批事项；工商、民
政等业务量大、 专业性强的9个单位
授权首席代表驻中心后台分类审批，
其余17个单位直接在单位后台审批，
出件窗口统一出件。“智慧鹤城”另一

亮点是把纸质材料转换成了数据，通
过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审批人员“一
网”审批，实现数据“网上跑”，避免群
众“路上跑”。

鹤城区还把“一窗式”服务向基
层延伸，实现行政审批事项和便民服
务事项统一在云平台上流转办理，建
立“村（社区）申请、乡镇（街道）审核、
区里批准办结”的业务模式。并将准
生证、居民医保等37项与群众密切相
关且办理量多的事项审批办理权直
接下放乡镇（街道）。目前，该区已在

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扶贫村等地设置
了自助服务终端机。终端机是基层一
线自助“收件”窗口，又可办理准生证
等服务类事项，让群众办事“小事不
出村（社区）、大事不出乡镇（街道）”。

至今年11月底，鹤城智慧政务服
务中心办件总量达2万余件， 审批环
节精简了40%， 办结率提升了41%，
群众满意率达到近100%。 今年9月，
在第二届全国政务服务博览会上，鹤
城区智慧政务服务中心获得“中国政
务服务标准化贡献奖”。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
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单行本，已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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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县开展“五大会战” 实施“双修工程”

澧水中心城市正崛起

“一窗”受理 “一网”审批

“智慧鹤城”服务响当当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今朝湘企更好看⑧

厉害了，湖南“土行孙”！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TBM和大直径盾构机
占据国内85%以上市场

12月13日，长沙经开区，铁建重
工第一产业园生产车间，一台直径9.1
米的土压平衡盾构机通过验收， 即将
发往北京。

这个“大家伙”的3位“同胞兄弟”，
从今年10月开始已陆续运抵北京，眼

下正在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
程建设中大展身手。

车间的另一端， 一台直径9米的
泥水平衡盾构机已进入总装阶段。“预
计下月出厂，发往宁夏，用于华电银川
集中供热项目穿越黄河的隧道建设。”
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副院长
姚满介绍。

记者看到， 这些高数米、 长百余
米、重达几千吨的庞然大物，最前端是
一个大圆盘，也就是刀盘；圆盘上一块

块凸起、有序排列的，就是刀具。
姚满介绍， 通过前端的刀具不断

挤压、剪切、破碎岩体，盾构机、TBM
可一次性完成隧道的开挖、 排碴与衬
砌。不同的是，盾构机主要“吃”砂石泥
土和软岩；TBM更“厉害”，坚硬的岩

石才是它的“下饭菜”。
盾构机、TBM技术起源于欧美。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首次在西

康铁路秦岭隧道工程中采用TBM施
工，所用TBM设备及施工技术全部由
国外引进。 荩荩（下转5版）

拓建大桥
双向10车道

12月18日，长沙市西二
环交通改善工程———龙王
港拓建大桥完成建设。该桥
全长630米，宽54米，可满足
机动车辆双向10车道通行，
能有效缓解西二环梅溪湖
片区交通压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从零起步，仅用10年，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长为国内最大的
高端地下装备制造企业，并进入全球工程机械50强；其生产的盾构机和
岩石隧道掘进机（TBM）打破国外企业长期垄断———

� � � �乌兰在省青联十一届全委会、省学联
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

用本领铸就辉煌
用担当成就未来

百万邵商成邵阳创新发展新力量
第三届邵商大会引资369亿多元

省属监管企业抓党建促发展
1至11月实现利润109.5亿元，同比扭亏增利110.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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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对外公开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单行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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