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州 “两新”党组织实现新作为
提出合理化建议1000余条，党员骨干实施技改项目100余个

龙山 “放管服”改革让百姓受益
村里可办理受理122项政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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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张军 彭家东）“资料交过去后，3
天就领到了执照， 为这样的效率点赞。”
12月25日， 龙山县石羔街道土家族姑娘
陈晓艳， 在县政务服务中心领到营业执
照后，对记者感慨道。

龙山县是一个偏远的少数民族县，
总人口达60万人。因为大山的阻隔，村民
们办事极不方便，所以“放管服”改革显
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在“放”字上做“加法”。龙山县政务
服务中心应放尽放，并公布了包含516项
政务服务事项的“权力清单”，精简率达
77%。其中184项政务事项，可在全县21
个乡镇的政务服务中心办理；122项可直
接在397个村的便民服务中心受理或办
理，大大方便了村民们。为破解“证明多、
事难办” 难题， 该县还着力简化审批程
序。 全县28个部门梳理精简材料191项，
企业注册登记和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缩

短至3至5个工作日， 投资项目审批不超
过25至30个工作日。

在“管”字上做“减法”。该县将所有
行政审批向政务服务中心集中， 统一制
定办事指南，明确办理时限、标准。开设
“最多跑一次”导办台，516项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最多跑一次”。13个单位、45项行
政审批事项，实行代（帮）办制。利用电子
监察平台， 对窗口办件情况进行动态监
察，以黄牌预警、红牌警告的形式，促进

办理效能的提升。
在“服”字上做“乘法”。通过整合政

务服务、公共资源交易、12345热线、信用
信息监管、大数据中心等，该县建立云服
务平台，着力优化网上审批流程。凡是能
通过网络共享的材料， 不要求企业和群
众重复提交； 凡是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
息，不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凡是能实
现网上办理的事项， 不要求必须到现场
办理。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郑祖厚 吴跃归 李辉）12月27日
8时，永州市中邦世纪购物广场风雨无阻
地举行升国旗仪式。 该购物广场商圈党
总支成立以来，25名党员、10名入党积极
分子主动发挥带头作用，先后提出、实施
9条合理化建议， 坚持组织开展升国旗、
义卖等爱国主义教育及爱心活动， 实现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增长”，今年，购
物广场纳税已经突破3000万元。

2016年以来， 永州市加强动态化摸
排和常态化组建“两新”组织（即新经济

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组织，实行一月一
排查一汇总，对新建的“两新”组织党组
织给予3000至5000元启动经费支持，明
确建设和考核要求。市县两级“两新”党
建专项工作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最
多的一个县达280余万元。该市全面轮训
“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党建业务骨干
和“两新”组织负责人，提升党性素养，今
年全市集中轮训16期2600余人次。目前，
全市共有“两新”组织党组织1082个，党
组织覆盖率超过86%。

全市还创建“两新”组织党组织示范

点156个，通过示范带动全市“两新”组织
党建平衡发展,实现新作为。

在完善党组织的基础上， 该市广泛
开展“两新”组织党员“戴党徽、亮身份、
践承诺”活动，普遍设立党员示范岗、党
员责任区、党员志愿队、党员工作站、党
员示范店等。仅今年以来，全市各级
“两新”组织党组织共为“两新”组织
提出合理化建议1000余条，党员骨干
实施技改项目100余个， 完成急难险
重任务200余个。 该市湖南恒康医药
有限公司党支部积极创建“党员示范

店”，今年预计营业额达5.5亿元。 该市还
大力引导“两新”组织党组织助力脱贫攻
坚，该市果秀食品、江永特色农副产品公
司等192家“两新”组织定点帮扶贫困村，
“两新”组织党员与贫困户结对，带动贫
困村发展产业脱贫。

“星城快警”启动实战运行
核心部位1分钟到达现场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李国斌 王昑 通讯员 孔
奕 刘彬） 昨天上午， 省会长沙城区及长沙县的首批10座

“星城快警”平台投入实战运行。平台根据城区街面治安、道
路交通状况，按照“1、3、5分钟”的处置原则设置，即核心部
位1分钟到达现场、 人员密集场所重点部位3分钟到达现
场、中心城区5分钟到达现场。

首批共有万家丽路人民路口、韶山北路八一路口、五一
大道蔡锷路口、火车站、火车南站、岳麓大道金星路口、松桂
园、溁湾镇通程商业广场、长沙县未来蜂巢警务室、天成警
务室10座快警平台投入运行，将提高公安机关管控社会治
安、打击暴恐犯罪、快速应急处突的能力。

据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星城快警” 职责包
括接受指挥中心指令和群众报警求助，处置以暴力、恐怖手
段严重侵害国家、集体、公民财产、人身安全的现行违法犯
罪警情；在巡控区域内治安保卫重点单位、人员密集重点场
所开展武装巡逻，盘查可疑人员和车辆，抓捕违法犯罪嫌疑
人，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受理群众咨询、求助，对人
身、财产受到侵犯或处于其他危难情形的公民进行救助等。

每个快警平台配备1至2台警车、2台警用摩托车，每班
有4名以上警力， 配备79式微型冲锋枪、92式手枪、77式手
枪、手铐、警棍、强光手电、喷雾剂、执法记录仪等警用装备，
以及钢叉、齐眉棍等防暴处突装备。

湘江新区：

预计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10.5%

智能制造产值规模达750亿元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王晗）记者从今

天召开的湖南湘江新区经济工作会议上获悉，
2018年， 新区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0.5%，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标杆。

今年以来，湖南湘江新区聚力抓发展、谋突
破，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等主要指标仍保持两位数以上增
速，领跑长沙乃至全省。

经济硬指标的稳步增长， 得益于经济结构的持
续优化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2018年，湖南湘江新
区产业建设拉开了崭新格局。一方面，积极布局前沿
产业， 加速打造全国乃至全球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和
产业化高地“湘江智谷”，获批“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长沙）测试区”，引进百度、腾讯、京东、大陆、博世等
10多家龙头企业， 集聚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关联企业
347家；另一方面，主导产业态势良好，食品、先进储
能材料、环境治理技术及应用、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产
业链产值增速分别为20%、40%、50%和20%，智能制
造产值规模达750亿元。截至目前，新区全域新增高
新技术企业140家，占全省的17.8%，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增长13%； 市场主体增加4.5万家， 同比增长
30%，发展动能加速转换。

新区“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硕果累累。69个
项目进入全省“5个100”，占全省的15.5%。其中，
12个重大产业项目、21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21
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全部完成年度投资计划；15
个拟引进500强企业已有10个签约、开工、达产。
通过举办岳麓峰会、湘以经贸对接会、湖南·德国
经贸合作等10多场重大招商活动， 共签约项目
159个，总投资2425亿元，引进全国总部（第二总
部）145家，招商引资再创新高。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蒋海兵 杜立军）今天10时18分，
随着箱号为“HLBU2042416”的集装
箱从“万邦洋山”班轮平稳起吊到码
头平台集卡上，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
集团旗下岳阳城陵矶新港公司2018
年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50万标箱，
提前4天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是2009
年开港之年的10倍。

今年初，岳阳市委、市政府给港
务集团下达“港口建设”大会战目标

任务： 全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5万
标箱， 其中岳阳城陵矶新港公司完
成50万标箱。 港务集团把城陵矶新
港作为大会战的主战场， 针对国家
暂时中止岳阳林纸进口废纸配额等
多重不利因素影响， 拓市场、 增航
线，挖潜增效。

自年初开始， 港务集团从高管
到业务部门负责人，深入践行“一线
工作法”，主动上门与船代、货代公
司及生产企业沟通对接， 优化物流

方案。对北粮南运、广东陶土、内蒙
煤炭等业务，则采取“散改集”“陆改
水”模式，扩大货源，增加箱量。积极
实施“西进”战略，成功开通“渝-岳
-沪”“宜-荆-岳” 水水中转航线、
“岳-沪”航线。岳阳城陵矶新港公司
围绕让客户“进得来、走得快”的目
标，开展“技术大比武”等系列活动，
创造了白班710自然箱、 晚班886自
然箱，10月份50487标箱的最高单
班、单月生产纪录。

全国首个“工惠驿家”
线下项目在衡阳动工

总投资约5亿元,主要服务货车司机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唐曦 ）12月26日，

全国首个“工惠驿家”线下项目———“工惠驿家”中南总部
基地正式动工。据悉，该项目位于衡阳白沙洲工业园区，
占地107亩， 总投资约5亿元， 项目一期主体工程预计
2020年可投入使用。

据介绍 ，“工惠驿家 ”项目是全国总工会运用“数
字经济+工会+货车司机”模式，为全国3000万货车司机提
供的普惠性、公益性服务重点示范项目。它以服务货车司机
职工为核心，以服务货运产业为功能定位，聚焦货运数据中
心、智慧物流、信息服务、工惠驿站、能源供应、车辆服务、总
部办公、资源调度、智能车载等应用方向。

“工惠驿家”中南总部项目的落户，将使衡阳成为中南
地区货车司机的线下服务中心。同时，近日该市入选国家物
流枢纽承载城市， 其中南智慧物流高地及陆港型国家物流
枢纽地位愈加彰显。

城陵矶新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万标箱
提前4天完成年度目标，是2009年开港之年的10倍

图说
常宁巨变

12月27日，
“常宁在奋进”庆
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图片展在常宁
市大剧院启幕。展
览通过120多幅
新老照片，展示了
改革开放40年来，
常宁市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人民生
活日益幸福的巨
大变化，以及该市
干群求真务实、开
拓进取的精神风
貌。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王立三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2月 27日

第 2018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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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 1040 721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72 173 220056

6 9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2月27日 第2018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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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4760832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0
二等奖 16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479653
7 7137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5101
155083
1893432
10963861

127
5566
73913
398340

3000
200
10
5

0314 23 28 2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