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友华
黄文瀚）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郴州市中心支行负责
人介绍，为促进园区贸易投资便利化，中国人民银
行郴州市中心支行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郴州市中
心支局出台了外汇支持郴州园区外向型经济发展
方案，为园区外汇兑换开通“绿色通道”。

郴州现有外汇结算企业488家。为更好服务企
业外汇兑换业务， 郴州出台的方案量身为企业定
制外汇服务，加强对辖内重点企业、重点外汇业务
的支持，在优化外汇服务流程、便利企业投融资结
汇、简化融资手续、取消融资限制等方面着力。 如

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分类等级为A类的企业贸易外
汇收入，暂不进入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可直接进
入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或结汇， 缩短了企业收汇时
间。 同时， 鼓励银行在政策允许和风险可控前提
下，加大对稀贵金属、绿色农产品及战略性新兴产
业贸易融资支持。

郴州市还鼓励当地金融机构在政策允许和风
险可控前提下，开展外汇金融创新，服务外向型企
业发展。 2017年郴州市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4.76亿
美元，外汇收支总额24.1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28.7%、27.2%。

外汇兑换可走“绿色通道”
郴州量身为园区企业定制外汇服务

� � � � 1月3日， 桂阳文化园二期工程桂阳古郡城项目全面竣工， 向市民免费开放。 桂阳文
化园是一座以展示桂阳千年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城市公园， 古郡城项目占地面积128亩，
建有桂阳文庙、 昆曲馆、 博物馆、 古戏台及民俗文化商业街等仿古建筑， 集中展示“古
郡” 桂阳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牌楼文化、 寨堡文化、 亭台楼阁古建文化、 循吏文化、 乡
贤文化等。 骆国平 欧阳常海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李卓 ）“以前提取住房公积
金， 不仅要提供家庭成员关系证明，
还要单位在审批表上盖章确认， 办
完这些手续要折腾好几天。” 今日，
岳阳市岳阳楼区居民李女士来到市
公积金中心， 递给办事员一张身份
证， 就办妥了公积金提取手续。 她
笑着说：“现在的身份证才真的是发
挥了身份证明作用。”

这是2017年底岳阳市公布的第
二批清理规范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市政府部门公
共服务事项清单、 清理规范市政府
部门证明（盖章）材料清单和市政府
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三清单一目
录”)所带来的便民效果。“三清单一
目录” 作为该市各部门为民办事的
工作规程和服务指南， 进一步加大
了简政放权力度， 加快了政府职能
转变步伐。

该市此次公布市政府部门公共
服务事项249项， 清理规范市政府
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31项，
取消行政审批事项22项， 主动下放

行政审批事项4项。 其中， 区投区
建、 区级自筹项目征拆资金概算审
查、 拟建项目使用林地面积2公顷
以上5公顷以下的现场核查等备受
县市区期待的一批“真金白银” 的
审批权限得到彻底下放， 有效调动
了社会各方面积极性。

通过公布“三清单一目录”， 岳
阳市做好简政放权“减法” 的同时，
继续做好优化服务的“乘法”。 据岳
阳市委编办主任殷清华介绍， 为解
决好群众“办证多、 办事难” 和
“奇葩证明、 循环证明、 重复证明”
等问题， 该市对凡是没有法律法规
依据的证明材料， 一律取消； 对能
通过个人现有证照证明的证明材
料， 一律取消； 对能采取申请人书
面承诺方式解决的证明材料， 一律
取消； 对能通过网络核验的证明材
料， 一律取消。 全年共收集市本级
需清理规范的证明 （盖章） 材料
165项， 涉及30多个部门单位， 已
清理100项， 规范保留65项， 取消
率达 60.6% ， 行政审批整体提速
42.3%。

新闻集装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冉春雷）
1月2日上午，韶山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至此，
湘潭5个县市区监察委员会全部成立。

自2017年11月11日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后，湘潭市委、
市纪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纪委确定的“时
间表”和“施工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湘潭市各
县市区党委书记把准政治方向，当好“施工队长”；
各县市区纪委牢牢把握转隶、组建、挂牌等各个关
键环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各改革试点工作小
组充分发挥指导、 协调和服务作用， 精心组织实
施；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确保了县级

监察委员会如期组建挂牌。2016年12月22日，岳塘
区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 成为该市成立的第一个
县级监察委员会；12月26日、28日，湘乡市、湘潭县
监察委员会分别挂牌。今年1月1日、2日，雨湖区、
韶山市监察委员会也先后挂牌。

“监察委员会的组建成立和挂牌运行，只是改
革试点工作迈出的第一步。”湘潭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胡卫兵表示，接下来，各县市区纪委、监委
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推进人员和工作深度融
合，认真履职尽责，使全面从严治党、强化监察监
督覆盖到“最后一公里”。

据悉，湘潭市本级将于1月5日选举产生监委主
任，1月12日正式挂牌。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易成章) 在今天上午开幕的
衡阳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现场，记者注意到，与往年不
同的是， 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和列
席会议的政协委员们不仅人手一份
《政府工作报告》， 还多了一份图解
版《政府工作报告延伸解读》。

“延伸解读”分为总体概览、专
题解读、形成过程3个部分共115页，
运用政策图解、 数据剖析、 对比诠
释、深度分析等形式，介绍《政府工

作报告》的框架结构、重点内容、形
成过程，并从经济发展、产业调整、
改革创新、城乡建设、环境保护、脱
贫攻坚、 社会民生、 政府建设等角
度， 全面展示了2017年取得的工作
成绩及2018年的工作安排。

据报告起草组工作人员介绍，
图解版《政府工作报告》能让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更详细、清
晰、直白地了解《政府工作报告》相
关内容，是衡阳“两会”立足新时代
新起点的创新之举。

�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周
俊 通讯员 李琎 ） 2017年12月29
日， 娄底市举行中心城区小游园建
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拉开了城区
11处小游园建设序幕， 为市民送上
“绿色福利”。

2016年以来，娄底全面实施“中
心城区扩容提质三年行动计划”，全
面打通断头路、改造城中村、整治背
街小巷，努力改善城市面貌，提高市
民生活品质。 结合党的十九大精神，
经调查摸底和科学论证， 娄底决定
在中心城区原有娄星广场、 珠山公
园、 孙水公园等基础上， 建设扶芳

园、湘文游园、兰园、观化游园、山塘
游园等11处小游园， 构建大型主题
公园与小游园互补、“开门见绿”的
城市环境。

据介绍， 这11处小游园设计总
绿地面积5.85万平方米，项目总概算
约3000万元， 采取职能部门和企业
“认领制” 方式进行建设和后期管
养。 小游园建设按照“海绵城市”理
念进行设计，以绿化和种花为主，并
设置文化、休闲和健身设施，为周边
群众提供良好的休闲环境， 打造山
水相融、宜居宜业、众人向往的现代
化城市。

双峰：
10名“工匠”获表彰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玖华）2017年12月30日晚上，双
峰县举行的“欢乐潇湘·文化双峰”首届“双
峰工匠”颁奖文艺晚会上，肖长柏等10名“双
峰工匠”接受表彰奖励，全场掌声雷动。为大
力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2017年， 双峰
县在全县企业职工内组织开展了首届“双峰
工匠”评选活动。最终评选出农友集团肖长
柏等10人，既有企业高技能人才，也有民间
传统手工草根匠人， 获评者纳入工匠人才
库，享受县级劳模待遇。

宜章：
农村生活垃圾“瘦身”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刘从武）1月2日，记者在宜章县黄沙镇农村生
活垃圾中转站看到， 工作人员将从各村收集
过来的生活垃圾倒入压缩池中， 用机械把体
形松散臃肿的垃圾压缩成饼状， 再运往填埋
场。 宜章启迪桑德恒洁有限公司负责人蒋自
强介绍， 这是用120公斤的压力将垃圾压缩
成饼，体积只有先前的四分之一，解决了垃圾
运输难、中途掉落等问题。今年，宜章县将投
资1.06亿元，建设12个乡镇生活垃圾中转站，
同时配备转运车辆90多台，日处理垃圾能力
达450吨。

江华：
规劝逃缅嫌犯归案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耀辉）1月2日，永州市公安局发布消息，公
安部五局确定的重点逃犯蒋某从缅甸回国
投案自首。2016年1月10日，犯罪嫌疑人蒋某
与受害人首某产生纠纷，蒋某在江华瑶族自
治县用匕首将首某捅至重伤后逃离。 近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公安局通过走访调查、技术
分析、综合研判等，确定蒋某藏身缅甸。追逃
小组多次对蒋某家属做工作， 宣传有关政
策，进行法制教育和引导。其家属规劝蒋某
回国投案自首。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蒋某回
国归案。

市民乐享“绿色福利”
娄底中心城区再建11处小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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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邢
玲 ） 元旦前夕， 益阳市副市长刘国
龙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作典型发
言， 介绍益阳创建国家运动健康城
市的经验。 益阳市以创建工作为抓
手， 推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
健康中国国家战略， 取得显著成效。

益阳市素有“羽毛球冠军摇篮”
之美誉， 培养了10多位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 曾承办过多项国家级、
省级体育赛事， 体育文化底蕴深厚、
全民健身氛围浓厚。 市委、 市政府
顺势而为， 于2017年8月29日在全国
率先提出创建国家运动健康城市，
出台了 《关于推进“运动益阳” 建
设、 创建国家运动健康城市的实施
意见》， 要求把全民健身事业， 特别
是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纳入当地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把全民健身
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 把全民健
身工作纳入各级各部门绩效考核内
容。 同时,坚持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
同步验收、 同步投入使用， 配套建
设体育设施。

益阳市突出从组织健全、 设施
完善、 赛事开展、 指导规范、 文化
推广5个方面入手， 推进创建工作。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坚持政府主导、
全民参与。 目前， 已投资3.66亿元，
建设占地500亩的国家4A级景区奥
林匹克公园， 该公园被国家体育总
局、 国家旅游局列为全国30家体育
旅游示范基地之一； 投资2.2亿元，
新建、 改建村级体育广场1073个，
新增健身路径805套， 确保村村有体
育活动场所； 总投资超10亿元的云
梦方舟水上乐园、 黄家湖湿地公园、
紫薇村自行车乐园、 银光运动小镇
等， 也相继建成； 鱼形湖纳入了全
国首批运动休闲体育特色小镇试点。

2017年， 全国青少年羽毛球比
赛、 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等
多项国家级赛事在益阳举办， 开展
大众运动会、 全民健身运动会等群
体活动210多次， 参与者达10万多人
次。 2017年10月， 益阳市应邀参加
中国运动休闲大会峰会， 并参与研
究创建运动健康城市标准的座谈会。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曹
辉 通讯员 胡飞云 丁应） “现
在政策真的好， 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解决了老人医疗护理的大
难题 ， 我们全家感激不尽 。 ”
2017年年底， 湘潭市岳塘区岳
塘街道纯冲塘社区寸木塘小区
陈菊香老人的家人来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将一面锦旗送给
医护人员， 表示感谢。

77岁的陈菊香老人患有糖
尿病、 脑梗塞、 尿失禁， 长期
瘫痪。 因儿女工作较忙， 平日
由老伴唐大爷一人照顾。 唐大
爷年事已高， 行动不便， 长期
繁重的家务和护理工作成了老
人面临的大难题。 得知这一情
况， 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对接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 为
老人联系家庭医生， 签约家庭
医生蒋肇灿。 蒋肇灿为老人量
身定制了治疗及护理方案， 并
从2017年5月10日开始， 每隔18
天上门为老人提供一次诊疗护
理服务， 还帮老人更换导尿管，
询问老人身体状况， 抽空陪老
人聊天。 温馨的服务让老人备
受感动。

据了解， 2017年以来， 岳
塘区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
深化医改的重点工作和建立分
级诊疗的关键措施， 从工作保
障、 管理体系、 服务方式、 政
策优惠、 激励机制等方面积极
探索， 共组建了46支家庭医生
团队， 深入村、 社区开展签约
服务。 一年时间， 累计签约
28.93万人， 覆盖率达61.86%。
其中签约重点人群10.47万人，
重点人群覆盖率达82.56%， 实
现了群众、 医生、 政府三方共
赢、 三方满意的理想效果。 通
过签约服务， 群众就医看病更
方便， 费用更节省。 据统计，
全区各医疗卫生服务单位门诊
和住院医疗费用分别下降20%
和15%。 群众有了“健康管家”，
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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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图解“工作报告”
“两会”惊现图解版《政府工作报告延伸解读》

岳阳告别“奇葩证明”
“三清单一目录”让行政审批大提速

桂阳古郡城
对外开放

湘潭5个县市区监委全部挂牌成立
市本级监委将于近日选举产生

岳麓山古树
系上防虫带

1月2日， 长沙市岳麓山
风景名胜区内的古树都包扎
了防虫带。 进入冬季，该景区
对3000余株古树采取保护措
施，保护古树不受虫害。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中方：
力推“四好”公路建设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汤惠芳）“农村公路建好了， 山村大门打开
了，农产品不愁卖了。”1月1日，在中方县新
路河镇黄龙坪村泥鳅基地，村党支部书记蒲
士荣乐呵呵地说，随着该村27.2公里村组公
路完工， 村里首批2000公斤泥鳅即将销往
外地。2017年， 中方县按照“县管乡包村落
实”要求，力推“四好”农村公路建设，织密四
通八达的乡村公路网。先后投入近3亿元，修
建农村公路879.7公里， 实现全县村村通公
路、通班车。同时大力发展电商经济与乡村
游。 目前， 全县共建成电商服务站123个，
2017年电商交易额达81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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