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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耀

6月1日，人社、住保、国土、公安、海事
等长沙市直26个审批职能部门的行政审
批处室全部进驻市政府政务服务大厅集
中办公。至此，长沙市从硬件意义上真正实
现了“只进一个厅”就可办齐所有政务服务
项目的目标。“最多跑一次”，已成了当下这
座城市媒体上、老百姓口里的热词。

与此同时， 长沙“互联网+政务服
务”平台正式上线，公布了“最多跑一次”
的1307项事项目录和132项可实现“跑
零次”的办事项目清单。

既有 “规定动作”， 也有
“自选动作”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长沙市在中央
“放管服”改革的统一指挥下，针对自身改
革的一项系统性工程。 早在2017年6月28
日，长沙市商事登记综合窗口运行，就在

“五证合一”基础上，整合21个单位38个证
照，按照“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一照一码、
信息共享”模式运行；2018年3月1日，长沙
市“多规合一”投资建设项目综合窗口试

运行，将16个部门69项事项整合实行“一
窗受理、集成服务”。 而6月1日，该市则实
现了市直26家单位的全面入窗，与市互联
网政务服务平台一网运行。

事实上，长沙在简政放权、便民政务
的领域，始终保持着以民为本的初心，孜
孜不倦地提升着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准。
“我们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地方着手，从
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来改革。”长沙
市编办审改处处长巢国强说。

6月前，长沙全面完成了全市184个
乡镇（街道）政务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工
作，网络全部接通。

长沙市各县市区政务服务大厅在完
成市级“规定动作”的同时，梳理出适应当
地群众需求和经济发展的简政便民“自选
动作”，加入到清单中。 长沙县公布的“最
多跑一次”事项清单达1286个；浏阳市、天
心区分别梳理出1064项、736项“最多跑
一次”事项清单；望城区将227项民生事项
下放到园区、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让
民生事项在家门口“就近办”。

岳麓区整理出539项服务项目，并通
过该区独具特色的“智慧岳麓” 网络平

台，帮助群众更加便捷地享受“最多跑一
次”服务。岳麓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扬
波表示： 岳麓区不仅瞄准了“最多跑一
次”“就近跑一次”，甚至还想充分发挥互
联网优势，最终让群众“一次都不跑”，在
手机、 电脑上就能实现政务服务的“淘
宝”化服务。

既需市民配合，更为便利
群众

“最多跑一次”并非不做任何准备、
到政务服务大厅就得办妥事。 值守商事
登记窗口多年的“老工商”陈颖川表示，
工商登记的专业性很强， 不学习一些工
商登记的基本常识、 不事先在政务网上
先做好功课、不提前准备好相关资料，只
怕也不是一次就能办好的。

长沙市全面梳理出供水、 供电、供
气、公交、社保、住房等公共领域面向群
众和企业办理的“最多跑一次”行政审批
和公共服务事项共1426项， 上网公示。
每一项都有详细的办事流程及材料准备
指南。老百姓到政务服务大厅办事之前，
先按网络指引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这

才是最终实现“最多跑一次”美好初衷的
基础。

网上还有在线预约服务， 能让你精
准安排好“跑一次”的时间。

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长沙市将
老百姓需要到政府办理的所有事项集中
到一个大厅，简约办、就近办；让政府网
站不再是冷冰冰的告示， 而是有人与你
互动，上了网就办得成事情。

长沙市基层公务人员立足街道、扎
根社区， 为百姓谋幸福、 谋长远蔚然成
风。

汽车西站所在的岳麓区望城坡街
道，流动人口多过常住居民，过去是有名
的治安难点。去年底，街道办事处抽调专
干，组建便民服务的政务服务中心，开展

“全科”服务，即老百姓走进办事大厅，一
个窗口就能办理所有类型的业务； 建立

“智慧望城坡”网络中心，新装的数百个
高清摄像头监控着汽车西站附近的各个
角落，治安秩序得到根本改善。

长沙市在政务服务上的担当精神，
增强了当地群众的获得感， 提升了政府
的公信力、执行力。

关注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公益电影《你必须绑架我》
隆回开拍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曹良海）6
月9日上午，大型关爱留守儿童公益电影《你必须绑架我》在
隆回县虎形山花瑶风景名胜区正式开机拍摄。

《你必须绑架我》围绕一名农村留守儿童为阻止父母离
婚，在同学帮助下，自导自演了一场假绑架、却变成真绑架
案的故事展开而来。 影片采用故事教育片的形式，打破传统
的按时间顺序进行的线性叙述的模式， 用好莱坞式三段的
结构将影片分解排列，情节引人入胜。 其主创罗海清介绍，
该电影将着重从留守儿童心理出发， 通过儿童的视角、语
言、心理来看社会，旨在呼吁更多的人关注贫困地区留守儿
童的心理健康。

影片将主要在隆回县拍摄完成，将隆回的千年古树林、
万亩梯田、大托石瀑、花瑶古寨、滩头年画等优美风光和淳
朴民风拍进电影，向全国观众宣扬大美隆回。 电影将于2019
年6月上映，并将在全国院线、海外发行，中央电视台电影频
道、芒果TV等平台相继播出。

“罗荣桓经略山东”
专题展览开展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何雁
翔)忆往昔岁月峥嵘，看今朝山河锦绣。今天上午，衡东县“罗
荣桓经略山东”专题展览在洣江广场开展。

罗荣桓故居管理处负责人介绍，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
奉命率115师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从
1939年至1945年的6年多时间里，他领导山东军民，坚决贯
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创建和发展抗
日根据地，为夺取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

展览共分为率部入鲁、“肃托”事件、创建鲁南抗日根据
地、留田突围、翻边战术、“一元化”领导、挥师大反攻、建立
中共最强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8个板块，讲述了罗荣桓在山
东抗战的主要战绩和突出贡献。

活动现场参观人数达1000余人， 大家细细观看展板内
容，追忆罗荣桓浴血山东的峥嵘岁月。

此次专题展览由衡东县委宣传部、罗荣桓故居管理处主办。

长沙步行街
市民文化节开幕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熊远
帆）9日，第二届长沙步行街市民文化节
在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黄兴广
场开幕。

本届步行街市民文化节以“对话长
沙”为主题，精心筹划了黄兴先生事迹、
辛亥革命精神纪念展； 长沙·世界媒体
艺术之都创意展； 传统民俗艺术展演；

“那一年，这一天”青春故事会；街艺星
秀表演；“新兴青年、 筑梦长沙”———新
时代奋斗者故事会；“爱满星城·情系山
区”义演义卖；“我们的节日·端午”等主
题展览和活动。

活动将持续至6月18日，端午当天，
将邀请200多位观众现场做香包、 包粽
子，长沙市群众艺术馆还将带来精彩的
文艺晚会。

平江筹办
玩水纳凉节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6月9日上午， 2018年湖南 （平江）
玩水纳凉节启动仪式暨沱龙峡国际漂
流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平江县举行。

记者获悉， 本届玩水纳凉节将于6
月28日在沱龙峡景区举行开幕式， 并启
动沱龙峡国际漂流大赛， 将有来自亚
洲、 欧洲、 非洲、 大洋洲、 北美洲、 南
美洲等地20多位漂流选手同场竞技。 平
江县旅发委主任宋炼钢介绍， 玩水纳凉
节期间,各项活动精彩纷呈： 沱龙峡重
新打造的湖南省首个高空玻璃滑道， 已
对外开放； 石牛寨景区7月初试营运极
限高空运动———悬崖秋千； 天岳幕阜山
投资近1亿元的“天岳飞龙” 丛林探险
项目已试营业； 此外,还有亚马逊激情
冲浪、 福寿山溯溪探险、 欢乐果世界和
玉兰湾蓝莓庄园的亲子采摘活动及沱龙
峡、 连云山的快乐漂流等。

�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香水百合是一种非常
名贵的花卉，每年秋季种植，次年六月开
花，浓浓的花香让人陶醉。 ”6月10日，江
永县潇浦镇古宅新村香水百合基地，种
植户刘玉红告诉记者，这些天，不仅来赏
花的人络绎不绝，前来买花客人也很多，
每株花卖价超过了15元，按此计算，每亩

收入在10万元以上。
今年45岁的刘玉红两年前租赁了古

宅新村80亩荒地，建起了花果园。她去年
秋天从云南空运购买回来带芽香水百合
种球，在果园里套种了8亩，每亩种植了
6000多株。 经过7个月的精心管理，目
前，罗宾那、金百合、索尔邦等品种的香
水百合试种成功，美不胜收，每天吸引了

大量市民前来赏花买花。
香水百合是一种姿态优美的观赏型

草本花卉，每茎一花，状似喇叭，每到开花
之时，花香扑鼻，花朵艳丽，令人神清气爽。
香水百合花除了可供观赏外， 还具有镇咳
祛痰、镇静、滋阴润肺、抗癌等药用价值。

由于效益可观，刘玉红表示，今年秋季，
还将扩大种植规模，计划发展40多亩。 同时
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生产销售模
式，带动村民们一起发展香水百合种植，开
辟增收新途径，走共同致富奔小康的路子。

张家界:
共享汽车将进驻

荷花机场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田育

才 通讯员 朱东怀 田金璐） 张家界荷
花国际机场将增设共享汽车运营网点，
预计6月16日正式投入运营。

据介绍， 该项目由湖南空港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界分公司负责落实， 计划在
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设1个租车网点， 位
于T2航站楼前停车场， 投放的车型有荣
威ERX5(SUV车型)、 比亚迪e5、 比亚迪
e6等新能源汽车， 预计共设13个车位。

张家界荷花机场负责人介绍， 共
享汽车是目前时尚、 现代、 绿色出行
的方式， 目前旅客往返机场大多采用
自驾、 出租、 公交、 网约等交通方式，
共享汽车的进驻将为乘机旅客提供更
便捷、 更多元化的交通出行服务。

�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阳新) “辛苦栽种的150亩桃子找不
到销路。请求湖南日报牵线搭桥，尽快将桃
子销出去。 ”今天，衡南县硫市镇硫市村观
冲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场主王明霞走进桃
园，看着桃树上熟透的桃子，不禁犯愁。

今天上午10时， 记者走进位于硫市
镇硫市村观冲组的桃林，放眼望去，红艳
艳的桃子挂满枝头,压弯了树枝,空气中
还飘荡着淡淡的甜香味。 王明霞告诉记
者， 她是常宁水口山第四冶炼厂的一名

退休职工，她的丈夫在常宁工作，女儿在
外地从教， 本来一家三口过着安稳的生
活。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明霞想要去农村
发展种植业，最后选定在硫市镇硫市村。
2014年9月，她在观冲组流转承包了150
亩荒山，开始种植桃树。

王明霞介绍，由于前期需要的资金量
大， 她把自己大部分积蓄全部投入到这片
桃林，有时遇到资金周转困难，连工人工资
也难以发放，只好自己独自承担所有农活。

据了解，王明霞种植的桃子从不施用

农药化肥，完全用农家肥栽种，品相好，汁
多味甜，香脆可口。 由于采摘季工作量大，
前段时间，王明霞不慎把腿摔伤，现在她
只得小心翼翼拖着伤腿上山摘桃。

目前， 王明霞的桃园中种植有黄桃、
油蟠桃、水蜜桃等十余个品种，约有一万
株桃树，每棵树能产鲜桃10公斤左右。 因
她家缺乏劳动力， 自己既要看管桃园，加
之腿脚不便，王明霞没有空闲将桃子运到
外地销售。 只好将桃子摘下，等待亲朋好
友上门购买或拍照发朋友圈等进行销售。

她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今年的鲜桃
效益预计达100万元左右。 目前，仅销售
了几万块钱，滞销严重。“按这个速度卖
的话，树上的桃子根本不可能卖完，恐怕
只能腐烂坏掉。 ”

“只进一个厅” 有事“就近办”

长沙“最多跑一次”改革再提速

衡南硫市村150亩鲜桃滞销
女场主急寻销路

香水百合，每亩收益10万元

� � � � 6月10日，
衡阳市生态公
园，寿带鸟妈妈
从外面捕捉昆
虫归来，小寿带
鸟纷纷探出头
来迎接喂养。 近
年来，衡阳市区
新建了多个绿
色生态公园，给
鸟类栖息创造
了良好条件。 寿
带鸟，也被称为
绶带鸟，2012年
被列入《世界保
护动物联盟》濒
危物种红色名
录。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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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10日

第 2018154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32 1040 657280

组选三 595 346 205870
组选六 0 173 0

6 9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6月10日 第2018066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9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4690707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0
二等奖 19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805079
5 11571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96
86417

1394666
9826493

43
3365
50106
351176

3000
200
10
5

1016 19 22 2617

承“中国创翼”之力 圆“醴陵创客”之梦

醴陵市第三届创新创业大赛
赛出高姿态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杨钟 廖蔚
佳）6月8日，历时近两个月的“中国创翼·醴陵创客”醴陵市
第三届创新创业大赛落下帷幕，10大决赛项目决出一等奖1
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优胜奖4个及最佳人气奖1个，最
高奖10万元。

为了营造创新创业浓厚氛围，本届大赛口号将往届“创
新创业·圆梦醴陵”提升为“中国创翼·醴陵创客”，以“创响
新时代，共圆中国梦”为主题，坚持“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
动就业”导向，重点关注参赛项目的创新性、示范性、引领性
及促进产业发展、岗位就业、增收创业的社会价值。

记者在决赛现场了解到，10位优秀选手历经初赛、培训、复
赛，最终从77个报名初审项目比拼中脱颖而出。 这次晋级决赛
的项目，包括陶瓷膜AWO技术推广应用、纸尿裤、“互联网+商
业化垃圾分类收集”、满闲轩黑胎瓷、高频红外碳硫仪研发和应
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产业化、电动扫地车、自动化花炮生产
线等，充分展示了醴陵创客的创新精神。

“我们要用世界500强的管理经验经营好纸尿裤项目，
让中国宝宝用自己品牌的最好最安全的一次性纸尿裤。 ”醴
陵润蕾康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铭获得本届大赛一等
奖，将被优先推荐参加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及株洲
市领军人才评选。

� �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王晴 通讯员 邓亚杰）6月10日，岳阳市君
山区洞庭湖欢乐世界开园。 温馨的双层木
马、刺激的大摆锤、神秘的魔幻城堡……
远近市民闻讯而来，乘兴游玩，笑声和尖
叫汇成欢乐的海洋。 据悉，这是湘北最大
的游乐项目，是君山区全域旅游新景区。

总投资5.5亿元、 占地450亩的洞庭
湖欢乐世界，位于君山区旅游路濠河边，

北靠正在建设的洞庭湖博览园， 西邻君
山黄茶产业园。该项目分为两期建成，正
式营运的一期岸上项目日接待游客可达
5000人，二期水上乐园项目将于明年建
成。园内，不仅有旋转木马、疯狂碰碰车、
音乐喷泉等传统项目， 还有惊险刺激大
摆锤、高空飞翔等24个惊险项目。 夜间，
在该园还可以欣赏到高科技的“水幕电
影”，让观众感受神秘奇幻的“仙境”。 园

内还设有多个餐饮点， 提供全国各地特
色风味小吃，可以满足游客“吃喝玩乐”
一条龙服务。

该项目是君山区坚持“生态1+5”
发展战略打造的一个全新热点， 旨在
丰富君山旅游市场、推进全域旅游、为
当地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目前，该区
拥有5A级景区君山爱情岛、 世界最大
野生荷花聚集地君山野生荷花世界、
国际重要湿地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万亩芦苇荡及万顷油菜花等一大批生
态景点。

洞庭湖欢乐世界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