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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Òws v 01,,&& ÓÔÕÖ 2 ×Ø !++,33 ÙÚÎV
v 0&++++ ÛÜ )+++33 ÝÞÎu ßà|YáâÆÇ>
ãÉ¶IÍ ' ~�> äåæç¹è¶¹èég·¸0>
mn}êë¹ègìíî>ïð¹è0>êïðìJé
íî>ñCòó®

/0678945!+Yopô+Yõö�õ8o
±w÷øùkúûü�ýþÿækú0øùûü®

:;<=>?!.$%&2(%'+')+
4 4 4 4 ,@ABCD!²¹è¶¼½àBC¶rË!\]
·¸0"æ#$%&®

/0EF!!"'&� ,� !$' !"'+� ,� !,
GHIJKLM*NO@

"#$% P & Q "' R

!"#$%&'()*+,-./01
!!"#$"! #%&' " ''(% #

09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李妍 2018年7月6日 星期五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7月5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员
陈生真 谷明）近日，在吉首市公安局人口与
出入境接待大厅， 市民杨女士在引导员引导
下，通过自助填表机办理出入境通行证。 不到
2分钟， 一张完整的个人信息表就打印出来
了。 高效的服务让她连连称好：“原来要半小
时才能办完， 现在不到两分钟就搞定了，真
棒！ ”

吉首市“最多跑一次”改革正日益让群众
感受到政府部门办事的便捷。 自去年12月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率先启动“最多跑一
次”行政审批改革以来，该市大力推行“三集
中三到位”，即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向行
政审批股室集中， 行政审批股室向政务中心
集中，审批事项向电子政务平台集中；各单位

审批事项进驻政务中心到位， 审批窗口授权
到位，电子监察到位。 从与群众、企业生产生
活联系最紧密的领域和事项做起， 实现政府
职能部门设计审批和办事流程思路从“管理
者”到“服务员”的转变。

按照“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
窗口出件”模式，吉首市简化环节、优化流程，
推动“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变“往返跑”为
“单程跑”；明确事项受理条件，变“糊涂跑”为
“明白跑”；科学整合实体办事大厅窗口，变“多
窗跑”为“一窗跑”。 该市各有关部门、单位还结
合自己的职能，推出各种便民利民举措。 如社
保部门推出“老来网”手机APP，退休老人在家
就可进行操作认证；公安部门出入境大厅推出
“申请易”，可通过自助填表机办理出入境通行

证，为广大群众带来极大便利。
至5月底，吉首市已全面梳理群众和企业

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事项786项。 按照
“成熟一批、公布一批”原则，首批向社会公布
249项，涉及32个部门、单位。 全市已接待群
众20多万人次，办理“最多跑一次”事项14.6
万多件， 群众和企业办事基本实现缩短时间
60%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5%。 该市被评为省
深化“放管服”改革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县市
区，受到省政府通报表彰。

� � � � 湖南日报7月5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肖畅 王源远)6月下旬，家住湘乡市梅桥镇的
李老终于了却一个心愿。 原来， 李老因患癌
症，长期卧床在家，希望将一套房产转移到子
女名下， 但由于自己不能前往不动产登记中
心办理手续，事情便搁置下来了。湘乡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 赶到李老
家中，为他办理了面签手续。

湘乡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自2016年6月成
立以来，始终牵住改革“牛鼻子”，在理顺体
制、优化流程、创新服务等方面践行群众满意
标准，不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水平，实现办
事流程“零”梗阻、服务群众“零”距离，摸索出
县级不动产统一登记的经验。 今年6月12日，

在全国不动产登记窗口作风问题整治工作动
员部署会上， 该中心作为唯一的县级代表作
了典型发言。

改革之初， 湘乡市就从破除部门利益藩
篱、立足群众需求入手，以极大魄力推动不动
产登记全流程一体化职责机构整合， 将原由
房管局承担的交易管理等与不动产相关的职
责及人员整体划转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同时，
将地籍、测绘、档案、信息与登记中心职责整
体设计、统一调配，进行体系化重构，将政策
性住房上市交易、 划拨土地上房屋上市交易
等行政管理职责授权登记中心行使， 健全办
事机制。

“我们还按照‘进一扇门、交一套资料、缴

一次费、领一次证’的要求，重新调整了窗口
设置。 只要依法提交资料， 并缴纳税费， 就
可以办理登记。 所有业务均实现当天受理、
抵押登记2天办结、 转移登记4天办结、 首次
登记8天办结。” 湘乡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人
说。 目前， 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办理不动
产登记证明18079宗， 发放不动产登记证书
14369宗。

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对象开辟绿色通
道， 为返乡人员等特殊群体提供预约和加班
延时服务……湘乡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还做好
提升服务品质的“加法”，将服务从“柜内”延
伸到“柜外”，先后被评为“湖南省青年文明
号”“全国模范职工小家”等。

龙山县
遭暴雨袭击

7月5日，龙山县茨岩塘
镇茨岩社区，施工人员在疏
通 被 塌 方 阻 断 的 国 道
G353。受强对流天气影响，
4日20时至5日8时， 该县中
部、北部出现强降雨，造成
茨岩塘镇、兴隆街道、咱果
乡、大安乡、水田坝镇等12
个乡镇（街道）86个村6772
人受灾， 紧急转移人口368
人，房屋损毁65间，直接经
济损失1050万元。
曾祥辉 田明化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7月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
“有水了， 早稻有救了！” 今天， 新田县大
坪塘镇大坪塘村村民蒋小民， 看到自己家
田里来水了， 高兴地喊了起来。 7月1日以
来， 该县大坪塘镇大坪塘村、 黄家舍村等
村的党员干部， 义务疏浚水沟水渠， 寻找
水源抽水， 让2000多亩早稻、 蔬菜等喝
上了“救命水”。

新田县地处衡邵干旱走廊， 由于久旱
无雨， 持续高温天气， 该县10个乡镇出现
不同程度的旱情， 时下正值早稻抽穗扬花
的生长关键期， 抗旱刻不容缓。 6月下旬
以来， 新田县3000多党员主动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 带领群众有组织地抗旱自救。
该县枧头镇乐冲村20多名党员轮流值班，
采取电排灌溉， 推行“一把锄头管水”，
使1000多亩水稻田得到了有效灌溉。 该
县石羊镇周山村曹灶生等党员， 坚决做到
水从党员干部家的稻田经过， 也要先灌溉
村民的稻田， 最后才放党员干部的稻田，
受到群众称赞。

到目前， 该县3000多党员干部带领
广大群众清理和疏通沟渠20多公里， 新
建、 维修拦河坝32处， 投入机动抗旱设备
3000多台 （套）， 灌溉受旱农田6万多亩，
有效缓解了旱情。

� � � �湖南日报7月5日讯 （记者 宁奎）7月3日，
由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三地
发起成立的张吉怀旅游共同体，完成轮值主席
单位交接，自治州将行使为期两年的轮值主席
单位职责。 三地还签署了旅游质监执法跨区域
合作框架协议。

张家界、自治州、怀化三地地缘相邻，文脉相
承， 旅游资源各具特色。 张吉怀旅游共同体于
2016年3月成立， 由张家界市担任第一届轮值主
席单位。 两年来，三地遵循“资源互补、产品互推、
客源互送、线路互动”的原则，加强旅游资源整
合，凸显区域旅游特色和整体优势，打破行政区
划的限制，打造出大湘西“三点一线”的精品旅游
带。

2017年， 张吉怀旅游共同体策划了共同体旅
游形象广告，推出了“寻美张吉怀，邀约全世界”旅
游形象口号和形象标识，相互支持区域内各市州的
特色节庆活动，基本实现了区域旅游交通无障碍通
行，建立了旅游投诉和应急处理合作机制。同时，赴
长沙、珠海、深圳等地开展了“寻美张吉怀，邀约全
世界”联合促销活动。

未来两年， 三地将联合推出世界遗产游、
自然生态游、民俗文化游等多条张吉怀旅游精
品线路，构建“景区合作、平台互通、旅行商参
与、媒体跟进、品牌塑造”五位一体市场推广机
制，齐力打造全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张吉怀
模式”。

构建旅游共同体
打造精品旅游带
张吉怀培育
区域旅游品牌

通讯员 杨卫星 张治国 王秋贤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7月3日， 在涟源市六亩塘镇秀溪村卫
生室，老医生谭石余正细心地为患者诊治。
“医术好，随叫随到，还对贫困乡亲减免医
药费……”村民们信任他，就连周边村落的
村民也喜欢来这看病。

谭石余是土生土长的秀溪村人， 在村
里行医有50余年了。“看病的都是乡里乡
亲，必须格外用心，坚持用最少的钱治疗大
家的病痛。 ”秉着这样的行医理念，谭石余
视患者如亲人， 还经常为拿不出钱的村民
垫付医药费，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50多年来，谭石余慈心行医，守护着
村民们的健康。“患者的康复，就是我最大
的幸福。 ”虽然地处偏僻村落，但谭石余始
终不忘提升自己。 他结合中医药知识和传
统民方，总结出中药贴敷、灌肠、针灸、拔
罐、推拿按摩、膏摩等疗法，并探索出一套
以中草药为主， 防治慢性病、 疑难病的方

法， 帮助一大批村民解除病痛， 并挽救了
30多条生命。 在他的乡村卫生室里，每年
治疗人数达3000人次以上。

“谭医生对大家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
只要在他那里看了病，他就会负责到底。 ”五
保老人钟治槐夫妇，分别患有风湿病、带状
疮疹。 通过扎针灸、做按摩，加中草药治疗，
谭石余持续跟进了3个月， 而5000余元的医
药费却分文未收。 贫困户肖献初身患多种疾
患，谭石余坚持采用服中草药、扎针灸、做按
摩的方法，对他进行持续治疗，不仅不收医
药费，还定期入户回访，跟踪治疗，使其病情
得以有效缓解。 近年来，谭石余免除贫困户、
五保户治病费用4万余元， 为一些家庭困难
的群众看病治疗垫付医药费5.3万余元。

在倾情服务村民的同时， 谭石余主动
担负起村里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服务工
作，引导村民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提高村
民健康意识和疾病预防能力， 公共卫生服
务工作群众满意度达100%。他也连年被涟
源市授予“优秀乡村医生”等称号。

谭石余：慈心行医为乡邻

� � � �湖南日报7月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金山 阳新） “桐梓山工农游击队根据
地旧址， 是一块饱含热血的土地。 当年的
廖田镇一度成为湘南革命的中心地区。” 7
月3日， 衡南县宣传系统党员干部来到湘
南唯一一个工农游击队革命根据地———廖
田桐梓山工农游击队根据地旧址， 追寻先
辈足迹， 接受革命洗礼， 重温当年的红色
历史。 县委领导还为桐梓山工农游击队根
据地陈列馆揭牌。

据介绍， 1927年， 长沙、 衡阳分别发
生“马日事变” 和“沁日事变”， 国民党
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 共
产党员资歌铗发动并指挥在桐梓山一带活
动的农民赤卫队， 全力开展革命斗争， 组
建农民游击队。 1928年初， 宋乔生为配合
朱德、 陈毅发起湘南起义， 于同年1月27

日率领水口山100余名工人会同桐梓山游
击队， 一并夺取水口山矿警步枪108支，
并乘船渡江来到桐梓山， 与桐梓山游击队
合并， 组建桐梓山工农游击队。

2010年， 桐梓山根据地被命名为“衡
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1年， 被审定
为“湖南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 衡南县以红色景点改造为切
入点， 对革命旧址遗迹、 纪念建筑物等加
大抢修和保护力度。 去年， 该县决定将桐
梓山打造成为衡阳的“井冈山”。

目前， 旧址房屋主体修复已基本完
成， 文史资料搜集、 公园的规划及基础设
施建设等都在积极推进。 据悉， 桐梓山工
农游击队根据地旧址， 已成功获批“省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

� � � �湖南日报7月5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王峰 )今天 ，岳阳市12位知名画家响应
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号召，携
深入洞庭湖、长江一线创作的山水佳作，参
加“守护好一江碧水”专题展览暨“绿水青
山”美术作品邀请展，以此展示岳阳市在生
态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 呼吁全社会
都来守护大家共同的家园。

此次展览由岳阳市文广新局主办，岳
阳市美术馆承办。此次受邀参展的陈稳、曹
伟华、戴剑、方新飞、江巍、刘杰明、刘习文、
彭东明、王伟、王翔、易伟雄、张雯12位画
家，都是生活工作在岳阳，活跃在岳阳乃至
全省、全国的艺术家。 省作协副主席、参展
画家彭东明称， 习近平总书记来岳阳视察

后，让岳阳的艺术家备受鼓舞，大家用心描
摹洞庭湖美丽的绿水青山， 也期盼山更青
水更绿，明天更美好。

走进岳阳市美术馆展厅， 艺术家们的
“绿水青山”跃然纸上。 展出的作品以中国
画为主，兼有水彩、油画等多个艺术门类，
主题与题材都为“守护好一江碧水”。 在艺
术家的画笔下， 绿水青山散发着芬芳的气
息， 流动着色彩的神韵， 闪耀着艺术的光
芒。 岳阳市美术馆馆长戴剑表示，今年来，
该美术馆组织了一批优秀书画家深入基层
写生创作，还策划一个系列展览，内容涵盖
岳阳的山水、城建、发展等，将集中展示宜
居、宜业、宜游等特色，以吸引更多人来关
注洞庭湖的保护和发展。

追寻先辈足迹 重温红色历史
桐梓山将打造成衡阳的“井冈山”

守护好一江碧水
岳阳画家联袂推出“绿水青山”展

新田3000多党员带领群众战“旱魔”

不做“管理者” 乐当“服务员”
全市办理“最多跑一次”事项14.6万多件，群众满意度达95%

流程“零”梗阻 服务“零”距离
摸索出县级不动产统一登记经验，成为全国典型

湘乡

� � �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王
晗 通讯员 熊其雨）“今后我们一
定牢守食品安全底线， 让群众吃得
放心!”4日， 在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
街道红星村社区，“在群主家吃饭”和
“大斌家串串”两家食品门店经有关
部门复核整改情况后， 由社区食品
安全黑榜转向红榜， 两家门店负责
人现场表态。

今年来， 雨花区以社区居委
会为单位， 对辖区涉食企业进行
整体评估， 以食品安全管理情况
为主要指标， 每季度定期发布食
品安全红黑榜。

据介绍， 辖区涉食企业食品
安全管理检查排名前20%的可上
红榜。 公布期内，有群众举报或存
在违法违规行为， 经查证属实将
撤销其红榜资格； 商家如不及时
整改，将被列入“黑名单”。 企业整
改到位后，可申请社区（村）实地
检查、街道（镇）食安办复核，符合
要求的可以删除。 截至目前，社区
食品安全红黑榜制度已覆盖雨花
区170个社区（村），建成13个高标
准基层食药监所快检室、30个农
贸市场与生鲜超市快检室、76处
学校食堂快检点。

吉首

雨花区勤念食品安全“紧箍咒”
红黑榜覆盖170个社区（村）

社区“红管家”
7月5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花城社区，“红管家”在帮忙清理乱停放

的单车。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