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记者 徐荣
蒋睿 通讯员 谷宁 张燕） 金秋十月，
丹桂飘香。国庆长假首日，韶山市喜迎
八方来客。毛泽东广场红旗飘扬、红歌
嘹亮。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游客，以缅怀
祭奠伟人的方式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
69周年。当天，还举行了向毛泽东同
志铜像敬献花篮仪式。

来自长沙的曲丹告诉记者， 国庆
特意带5岁的女儿来到毛主席的家
乡，感受红色情怀，接受红色教育。

记者从韶山市旅游部门了解到，
截至1日下午5时，韶山市核心景区各
景点接待游客5.94万人次。 为确保韶

山旅游市场有序，韶山市直机关工委、
团市委每天组织300名机关党员干部
和大学生志愿者， 活跃在景区景点、
各重点路段，协助交警及相关执法部
门维持秩序，引导游客，提供茶水等
志愿服务。韶山市旅发集团运输有限
公司在原有70台大巴的基础上，从湘
潭借调了40台大巴，同时安排了30名
司乘人员轮换， 满足游客换乘需求，
确保旅途安全。此外，该市公安、旅游
执法、交通、食药监等职能部门所有
工作人员取消休假，全力应对假日客
流高峰，为来韶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优
质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9月， 随着张家界市政务服务
中心新大厅启用，“最多跑一次”5个
字成为全城热词。

张家界市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 以人民为中心， 向改革要动
力，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全方
位改革， 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提升城
市幸福感。

从“落后市”到“靠前站”

全省唯一没有市级政务服务大
厅的市州，22个服务窗口拥挤办
公， 部分单位没有集中办理审批服
务事项；工作理念严重滞后，信息保

存基本通过手动操作……
“人数最少，职能最弱，效率最

低。”张家界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杨
力鹏如此形容“最多跑一次”改革前
的全市政务服务状况。

2016年， 张家界市下定决心，
从硬件、 软件两个纬度进行全方位
提质升级。

投资1.5亿元， 新建政务服务中
心大厅，设置121个办事窗口；投入
3000万元，建设能够覆盖市、县（市、
区）、乡镇、村（社区）四级，打通诸多
服务事项数据的“互联网+政务服
务”一体化平台，并向上对接国家、省
级平台数据； 推出系列改革文件，涵
盖集成服务、并联审批、证照联办、信
息化建设、中介服务等多方面……

今年以来，张家界市党政主要负
责人、涉改单位负责人多次赴浙江等
地调研，并针对本地特色，细化系列
改革举措，强化改革力度。

8月， 张家界市公布了第一批
“最多跑一次”739项事项目录，提
前一个季度完成80％以上事项“最
多跑一次”的省定任务。

9月5日，40家单位集体入驻张
家界市政务服务大厅， 硬件条件由
全省垫底一举迈入全省前列。同时，
“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启
用，44个职能部门数据完成对接，
894项事项实现入网办理， 成为全
省少数拥有自主研发平台的市州，
并在全国率先推出“事项二维码”办
理审批服务事项。

从“跑断腿”到“跑一次”

投资项目审批、商事登记、不动
产登记等8大版块分层受理；电子导
览、自助查询、便民咨询等配套功能
分区明确……9月18日， 张家界市
政务服务大厅， 一拨拨市民带着问
题到来，带着微笑离开。

“政府是答卷人， 人民是阅卷
人。”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每次调
研“最多跑一次”改革，必到一线，必
问市民切身感受， 带动全市干部以
群众福祉为落脚点， 在深化改革路
上奋勇向前。

哪里是百姓最急需的， 改革的
斧子就落到哪里。

“3分钟办完手续，资金立马到
账。”在公积金办理窗口，市民张丽
君刚把公积金提取手续办完， 人还
没出大厅，就收到了到账信息。在以
前，她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提取
到资金。

荩荩（下转4版）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 （记者 曹
娴）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进一
步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力争将湖南打造成全国移动互联
网和大数据产业高地。

我省将以技术创新、 模式创新和
跨界融合为突破口， 积极推动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
展一批有特色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
态、新模式，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培育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有较强赢
利能力的龙头企业。

国内外知名企业在我省设立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 符合移动互联网和大
数据产业重点发展方向的总部 (含区
域性总部、功能总部)，投资额1000万
元以上，具有核心技术或创新模式的，
一次性给予项目落地补助资金， 最高
可获得1000万元支持。

对承担国家重要课题、 重要研发
任务的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企业，最
高可获得500万元资金补助。 对制造
业与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合项目给予资

金补助，最高达200万元。
建设长株潭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

产业集聚区，努力把“马栏山”打造成在
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网络信息产业集聚
区品牌。鼓励园区、企业和社会机构建
设应用测试、云服务、数据中心、行业公
共技术服务等公共资源平台，省本级给
予补贴，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

面向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企业专
业技术人员， 鼓励有条件的产业园区
定向开发限价商品房。 团队在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每
年遴选5—10个优秀创新团队给予一
次性补助。

规范省移动互联网投资基金运
作，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股。适时推进
第五代移动通信(5G)的商用部署。

省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联席会议
负责统筹协调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产
业发展重大事项。省本级整合1.5亿元
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移动互联网和大
数据产业政策落实。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戊戌年八月廿四
第24947号

3
2018年10月

星期三

今日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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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刘也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 （记者
宁奎）日前，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中
湖乡鱼泉峪村村部广场，全村村民
围聚一起，载歌载舞，欢度第一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全村收获
“鱼泉贡米”15万公斤，预计收益将
达到450万元。

踏访武陵源区广大农村，嬗
变的不止鱼泉峪村。 旅游立区的
武陵源区2017年初在全省率先
整区脱贫之后，就实现乡村振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出农业向
旅游业转型、 农村向旅游目的地
发展、农民向旅游从业者转变、农

产品向旅游商品提质的“四大转
型” 方向， 推进农村经济提质发
展。如今 ,传统种养注入休闲、文
创、康养元素，焕发出勃勃生机；
贫瘠土地经过改造， 打造出远近
闻名的花海、果山，成为农民增收
的“聚宝盆”；承接景区溢出效应，
农家小院成为最美民宿，“泥腿
子”上岸做老板……

据介绍，武陵源区“一片一业”
“一村一品”发展格局初现雏形。抗
金岩花海、索溪峪土家织锦、天子
山辣椒、协和菜葛……一批因地制
宜、 因村制宜迅速发展的产业，打

破了传统乡村发展的“瓶颈”，极大
增强了乡村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
聚力。

武陵源区还通过实施能人回
乡、引智下乡、企业兴乡、人才培
育、创业就业五大计划，积极引导、
培育本土人才返乡下乡，也引来大
批外地人才在这片美丽山水施展
拳脚。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已有
2000多名外地有识之士到武陵源
广袤乡村，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实现“农业+旅游”“农业+
文化”“农业+现代物流”等模式的
深度融合。

目前，围绕中湖乡、天子山镇、
协合乡三大核心的乡村旅游产业
集群已经成型，2万多农民直接或
间接从事旅游服务，占全区总人口
三分之一。 上半年，108万人次游
客畅游武陵源乡村，乡村旅游总收
入达3250万元。

武陵源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致力于打造省内乡村振兴标杆，
到2020年，武陵源区力争全区农
民在本地创业就业率达 80%以
上， 人均可支配收入15000元以
上，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目标。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谢立松 李亮 资宏
华）日前，在冷水江市光电产业孵
化园，鼎盛光电科技公司的自动耦
合车间已进入试产阶段，所生产的
光纤通信元器件将成为冷水江经
济转型的又一拳头产品。冷水江推
动传统产业迈向高端，孵化高新技
术产业，逐步摆脱资源依赖，走出了
一条资源枯竭城市“再生”之路。

近年来，为摆脱资源枯竭和发
展不均衡等问题，冷水江以高质量
发展为目标，实施工业、农业、环保

等六大方面的转型提质，以“壮士断
腕”的决心淘汰落后产能，逐步降低
锑和煤产业比重。 涉锑和煤炭企业
已从高峰期的220家和245家，分别
减少到目前的9家和16家。

冷水江注重优势产业的“延
链”“强链”“补链”， 并通过提档生
产工艺等方式，促进传统产业智能
化、绿色化、品牌化发展。该市依托
钢铁产业优势，发展特种钢、合金
钢、 高端紧固件产业， 着力打造
500亿元钢铁产业链； 传统化肥、
农药生产企业也紧盯新业态、新技

术，向生物医药、新型材料等高新
技术产业转型。三A化工研发的超
细二氧化硅气凝胶、紫外线固化涂
料消光剂等产品， 畅销65个国家
和地区。

冷水江全力孵化高新技术产
业，实现集聚化、互补式发展，形成
了光电子科技、精细化工、生物医
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板块。该市
引进中广核40MW风力发电、光伏
发电等新能源项目，发展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回收、动力电池生产
等项目，突破煤炭能源依赖。同时,

构建起了多层次企业研发平台，本
土企业已开发出20多个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产品。华科高新生产的
合金钢冶炼用炉新材料替代了进
口产品，占领全国60%以上市场。

通过转型提质，冷水江逐步摆
脱资源依赖， 迈向高质量发展。
2017年， 冷水江跻身中国全面小
康指数百强县级市。 今年上半年，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88亿元，
同比增长24%；1至8月， 全市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14.3%， 工业
技改投资增长59.6%。

花海果山成增收“聚宝盆”
武陵源“四大转型”助推乡村振兴

提质升级走转型“再生路”
冷水江摆脱资源依赖迈上高质量发展轨道

我省出台重大发展举措

打造全国移动互联网
和大数据产业高地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杨娟

10月1日一大早， 辰溪县城公园
街居民胡茂金和家人便忙碌起来。他
们从柜子里取出鲜艳的五星红旗，把
它插到屋顶上， 然后祖孙三代站在家
门口高唱国歌。

从1974年算起，胡茂金一家国庆
节升国旗已坚持44年。

“坚持国庆节升国旗，是发自肺腑
感恩祖国，祝福祖国。”胡茂金对记者
说，过去生活很艰难，是党和政府的好
政策让一家人有了现在的好生活。

今年82岁的胡茂金是土生土长
的辰溪人。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父亲通
过招工，有了固定的工作，他自己不久
也学了一门泥工技术， 一家人日子慢
慢好起来。

1969年，胡茂金全家下放到辰溪
县原城郊乡王家坪村，家里人口多，日
子过得比较艰辛。1974年， 县领导在
了解胡茂金一家情况后， 将其全家招
回了城。

“那一年全家回城， 我们心怀感
恩， 当年国庆节就在自家屋顶上插了
一面国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老人
仍然历历在目。

因为居住的地方毗邻辰溪电影
院，1981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胡
茂金利用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摆起了
连环画书摊，提供自行车寄存服务等，
日子越过越好。2000年， 胡家拿出积
蓄新建了6层的临街楼房，在楼顶专门
自制旗杆， 每年国庆都会组织家人举
行家庭升国旗仪式。

“尽管大家平时工作都忙，但国庆
这天，我们一定会将国旗插上。”胡茂
金老伴向健如说， 今年孩子们都回来
了，家庭升旗仪式更热闹。

胡伶伶是胡茂金的小儿子， 在湖
北工作多年， 这次特意回来参加家庭
升国旗仪式。“父母的言传身教一直影
响着我们， 我们会把这个好家风一代
代传承下去。”胡伶伶说，女儿胡子洋
今年14岁，每年这天都会加入升国旗
仪式。

� � � � 坚持44年国庆节升国旗， 辰溪八旬老人
胡茂金发自肺腑———

感恩祖国

庆国庆
谢党恩

湖南日报10月2日讯（记者 李国
斌 通讯员 雷文明）国庆长假期间，全
省1.3万名交警取消休假， 全员上岗。
首日全省交警部门出动警力13517
人，警车5486台次，启用交警执法站
243个，设置临时执勤点784个，快处
快撤简易交通事故437起， 成功应对
上午8时至11时、 下午2时至5时两波
次出行高峰。全省未发生长时间、大范
围的拥堵， 未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
事故。

据悉，国庆假日期间，全省公安交

警全警上路，最大限度将警力、警车、
装备投入路面；实行快处快撤，对适用
简易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优化程序，
快速办结；做到密集调度，各级领导坐
镇指挥中心，通过集中指挥平台、视频
监控系统、公网对讲机等，全面掌握路
面情况，及时指挥调集各方面的资源，
合力保畅通；紧盯农村、高速、城市三
个战场，强化三端管理，严格公正文明
执法， 用扎实工作来减少交通事故的
发生， 用辛勤汗水换来人民群众的平
安出行。

国庆假期全省1.3万多名交警全员上岗
首日成功应对两波次出行高峰

韶山喜迎八方游客
国庆长假首日，核心景区接待游客5.94万人次

跑出“幸福”与“动力”
———张家界市“最多跑一次”改革纪实

� � � � 10月1日，凤凰县禾库镇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苗族
同胞在表演文艺节目。当天，
该镇举行“颂党情，感党恩，
精准扶贫，易地搬迁”国庆主
题活动， 庆祝新中国成立
69周年。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孙珂 摄影报道

奔跑吧，中关村！
� � � �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率领
中央政治局到中关村集体学习5周年
之际 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