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王晗）
近日， 长沙华谊兄弟电影小镇与湖南
广播电视台、 摩登天空有限公司联合
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三方将合力打
造“融媒体艺术小镇”，并在现场发布
了“泛艺术孵化”落地小镇规划。

据介绍，长沙华谊兄弟电影小镇将
于9月28日开园， 湖南广电和长沙华谊
兄弟电影小镇将在国庆节期间引入欧
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爵士音乐节———
翁布里亚爵士音乐节。届时，汇集了世
界顶尖爵士艺人、国内爵士音乐人的长

沙华谊兄弟电影小镇，将在中南地区掀
起一股爵士音乐狂欢旋风。

华谊兄弟（长沙）电影文化城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启东介绍，开园后，翁布
里亚爵士音乐节、 摩登天空Young�
Blood计划以及音乐、艺术装置、展览和
演艺等各项艺术形式将先后落地小镇，
这座“媒体+影视+音乐+文化”的融媒
体艺术小镇，将在三方跨界合力、多产
业资源整合、多种创新形式的挖掘升级
的基础上， 探索行业跨界合作的新模
式，助力新时期文化产业升级。

融媒体艺术小镇落地湘江新区
10月长沙将刮起爵士旋风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陶芳芳
董劲）建设创新创业综合性服务平台、实
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完成雅礼天心
中学等3所学校提质改造、 新增学位
6000个以上……昨天， 长沙市天心区
“民生造福”战略推进会透露，今年该区
将铺排重点民生项目171个，着力推进社
会保障托底、食品安全、平安畅通、学校
建设、社区提质、绿色城市、美丽乡村、生
态环保、文体健康等9大民生工程。

今年， 天心区将新增公共租赁住
房实物配租770户， 完成社会福利中
心装修设计， 新建3家日间照料中心，
新增养老床位420张； 实施残疾人精
准康复计划， 完成200名居家托养和
120名日间照料托养服务； 新建农贸

市场4个， 提质改造生鲜市场3家，实
施小餐饮“透明厨房”提质工程，完成
36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小餐饮
和城区粉（面）店共500家“透明厨房”
提质改造。

此外，天心区将整体推进裕南街
街道长坡社区、青园街道井湾子社区
等25个社区提质提档，并加快特色街
巷建设，启动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二
期、妙高峰巷建设与黄兴路步行街提
质；全面推进“厕所革命”，新建2套高
标准站厕和2座示范性公厕；构建“十
五分钟”医疗服务圈，加快湘雅五医
院等大型医院建设， 推进坡子街、大
托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
医疗机构建设。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唐杰）日前，永州市获得2017年度
湖南省绩效评估优秀等次， 这是该市连续
第4年摘得这一荣誉。永州市因此成为全省
二类地区7个市州中唯一连续4年荣获省
绩效评估优秀等次的市州。

2017年，永州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经济发展稳中提
质，三次产业结构更趋合理；简政放权、商
事制度改革、农村综合改革、社会治理机制
改革、 纪检体制改革等多项改革走在全省

前列；民生保障全面提升，宁远、双牌、江永
3个省级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 省定10项
重点民生实事指标任务全面完成； 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 全市社会治安公众评价全省
第一， 连续3年获评全省综治工作先进市；
生态保护成效明显， 湘江出境水质保持Ⅱ
类以上标准，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100%，
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2.2%；从严治党与机关
建设全面加强，在全省率先开展“万名干部
下基层、精准帮扶解难题”活动，干群关系
更加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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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0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欧昌银 吴红艳）“以前办个证， 不仅跑乡里，还
要进县城。现在有了‘e路通’，家门口就能办证，
又快又好又轻松。 玛汝（苗语，‘非常好’ 的意
思）!”5月9日， 花垣县补抽乡吉久村村民龙冬
菊，举着刚更换好的户口簿，连声称赞。

2017年下半年以来， 花垣县在全省率先
推行“湘西e路通”农村信息化综合服务工程，
与58农服、湖南科创公司合作，开发出以党务
服务和政务服务为核心，集精准扶贫、村务服
务、生活服务、商务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湘
西e路通” 综合服务平台和手机APP客户端。
坚持“线上线下”服务双管齐下，按照风格设
计、功能布局、平台系统、装修标准“四个统
一”要求，结合各村实际，分简约型、标准型、
示范型3种类型， 累计投入1.1亿元对村级服
务中心提档升级， 将其作为县政务服务中心
延伸窗口，构建县、乡、村三级党务政务服务
体系。群众办事从必须“面对面”，到只需通过
手机“点一点”即可。

花垣县按照审批权限必须前移到乡镇和
村（社区）的总体要求，将与农民群众生产生
活息息相关的13个部门45项服务事项， 授权
村（社区）服务中心受理办理，变“群众跑路”
为“信息跑腿”，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
办”。同时，推行限时即办、上门约办等全程代
办服务，农民群众足不出村就可“一站式”快
速办结老年证、户口簿、生育服务证等惠民事
项。

截至目前，花垣县已完成50个示范村（社
区）的“湘西e路通”工程建设。自今年1月18日
正式上线运行以来，“湘西e路通”累计受理为
民办事事项4328件，办结4074件，群众满意率
100%，苗族同胞的幸福感、获得感得到大幅
提升。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严非平）近日一大早，华容县北景港镇联
华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德良将60多公斤“张
牙舞爪”的小龙虾，交给上门收购的天星洲龙
虾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手中。“10亩多‘稻
虾连作’， 今年光卖龙虾就收获了2万多元，预
计年收入达6万元！”面对记者，年过六旬的刘
德良满脸笑容地说。

刘德良一家4口人， 儿子2003年不幸患
上鼻咽癌，先后花费医疗费23万多元，属于
典型的因病致贫。2016年， 天星洲龙虾养殖
专业合作社邀请他参加合作社， 免费为他提
供种苗、稻田改造、技术帮扶、销售等一条龙
服务，并为他争取扶贫贴息贷款。在华容，有
1.5万余名像刘德良这样的贫困人口，搭上了
产业扶贫的“便车”。

3年前，华容县创新推出“贫困户+扶贫经
济组织+产业”扶贫模式，在全县28个贫困村启
动“稻虾连作”、绿色水稻、中药材种植等产业
帮扶项目40个， 做到每个村有1个以上当家产
业，每户有一条致富门路。为打破产业扶贫资
金瓶颈，2016年至2017年， 该县投入整合种养
产业扶贫资金5560万元。 其中， 县财政出资
1242万元，农商银行和邮储银行注入产业扶贫
风险补偿基金。金融部门以风险补偿基金为杠
杆，从2016年起，累计为扶贫经济组织和贫困
户发放由财政贴息的扶贫小额信用贷款1.2亿
元。该县还出台政策，对直接带动贫困户的扶
贫经济组织给予贷款贴息等奖励。全县农业企
业、合作社等参与扶贫的积极性高涨，现已有
171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帮扶贫困户。

政策给力，产业参与各方积极性大增，效
果显著。自精准扶贫以来，该县通过产业扶贫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6254人脱贫，户均增收
77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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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上午,长沙市三一大道浏阳河大桥南侧浏阳河西岸， 遍地盛开的格桑花。 今年， 长沙市园林部门在三一大道至东二环之间的浏阳河河
滩上播种了大面积的格桑花。 当前格桑花正值盛花期， 千万朵花争奇斗艳， 连成一片花海， 吸引了不少游人观赏拍摄。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格桑花开河畔美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朱文 ）5月8日， 郴州经开区天
珑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工人们
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公司负责人介绍，
央行郴州市中心支行与园区管委会建立
货币政策定向支持园区小微企业“1+N”
机制， 让企业顺利拿到800万元贷款，企
业产销两旺。

郴州经开区为国家、 省小微企业双创
示范基地。园内现有各类企业700多家，其
中小微企业占85％以上。小微企业大都处
于起步发展阶段，融资需求较为旺盛，贷款
难、贷款贵现象较为突出。去年，央行郴州

市中心支行主动联合园区管委会， 按照央
行主导、政银协作、定向扶持思路，制定了
货币政策定向支持园区小微企业“1+N”机
制建设方案。“1” 指央行支持小微企业贷
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N”指政府融
资担保、 风险补偿和财政奖补等系列配套
措施。为此，郴州市经开区安排5000万元
设立担保基金， 专门用于园区小微企业贷
款担保与风险补偿。

“1+N”机制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贷款
难。至今年3月末，郴州市各银行对郴州经
开区小微企业各项贷款余额为5.78亿元，
同比增长49.7%。

郴州“1+N”缓解小微企业贷款难

永州连续4年
获全省绩效评估优秀等次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
员 胡永昌）“婚丧人情钱不超过200元”“红
白喜事最好不要放鞭炮”……5月6日，辰溪
县火马冲镇寺前铺村村部会议室里热闹非
凡， 当村支书熊兴捌将上级关于移风易俗、
整治“人情风”的相关要求一说，村干部将预
先制定的“村规民约”草稿分发下去，在场的
90多位村民代表各抒己见，展开热烈讨论。1
个多小时后，大家举手通过了“寺前铺村移
风易俗、文明节俭操办红白喜事村规民约”。

4月中旬，辰溪县纪委、县监委与县委
宣传部、县团委、县妇联联合下发了“移风
易俗、 文明节俭操办红白喜事倡议书”。火
马冲镇包村干部李兴解、 严军与寺前铺村
村干部复印了200多份，发放到村民家，并
做好解释工作。 村干部扬文献还运用自己

担任村广场舞队领队的优势， 反复交代妇
女们做移风易俗带头人。

通过扎实宣传，村民们在5月6日村民
代表大会前就形成了共识。 会上通过的村
规民约，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一
律不办， 并对红白喜事参加人员、 礼金数
额、桌数等作了明确规定。村里还成立以老
党员为主组成的红白理事会， 监督村规民
约落实。村民王五喜说，这样一来可大大减
轻负担，没有理由不支持。

目前，辰溪县所有公职人员签订了“移
风易俗、 文明节俭操办红白喜事承诺书”。
全县2000多名乡村干部上门入户发放“移
风易俗、文明节俭操办红白喜事倡议书”近
15万份，并有150多个村召开村民大会，制
定了相关村规民约。

文明节俭操办红白喜事
辰溪150多个村制定村规民约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刘锋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安全
生产委员会下发通报， 要求全省各市州
交通运输局参考借鉴浏阳市“两客一危”
车辆脱离监控专项整治经验。通报指出，
浏阳市脱离监控专项整治工作步入常态
化、长效化轨道，与去年11月相比，脱离
监控车辆减少了90.67%。

据了解，开展“两客一危”车辆脱离
监控专项整治工作， 是我省交通运输系
统强化安全监管的一项重要举措。 浏阳
市共有危险货物运输企业12家， 危险货
物运输车辆1682台，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约占长沙地区总数三分之二、 全省三分
之一，监管压力巨大。专项整治中，该市
交通运输管理所主动对接省、 长沙市相

关部门，更新管理技术、强化管理措施，并制
定实施“查处脱离动态监控行为5条刚性执
法标准”。今年来，该所共对脱离动态监控行
为立案查处91起，罚款46.64万元；举办脱离
动态监控违法违规从业人员教育学习班5
期，教育学习427人次；停运车辆307台次。

浏阳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
对1年内脱离动态监控4次及以上，且又未
按要求停运、不配合处罚、不按要求参加
教育学习班等情形的车辆和从业人员，上
报上级主管部门，注销车辆道路运输证和
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通过综合运用教育
培训、停业、停运、罚款以及吊销营运资
格、吊销从业资格等手段，对违章的企业
和从业人员形成了极大震慑，道路运输安
全形势明显好转。

浏阳“两客一危”专项整治获肯定
脱离监控车辆减少90.67%

天心区推进9大民生工程
铺排重点民生项目171个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张业红）
“没想到，对我上周反映的问题，县纪委这么快就进行了调
查。”5月10日，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枫坪村刘某，对县纪委
及时处理由他举报的问题感到十分满意。 这是桑植县开展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办理“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百日攻坚” 自4月20日开始至7月30日结束，
针对当前梳理出的73件疑难复杂问题，按照“一个问题、一
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要求，推动难题彻
底化解；从群众反映强烈、线索较具体、可查性较强的信访
举报件中筛选重点件，由县纪委监委提级办理，目前，该县
共成立纪检信访问题调查组32个，已办结27件。

“百日攻坚”化解信访举报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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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慈利县零阳镇青山村首届农民运动会开幕，全村320名农民参加了登山跑、
拔河、毛毛虫竞跑、夹球跑、广场舞等项目的比赛。今年来，慈利县大力开展全民健身示范
村创建活动，满足群众体育文化生活的需要。 杨年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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