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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张兴国 单建华）“从土地征收到环评批
复，从厂房建设到政策落实，每一项都跑出了
‘加速度’，下月中旬就能建成投产，这是我们
做梦都没想到的。”6月19日， 年产70万吨锰
硅钙镁新材料项目负责人唐武名， 说起从广
东回到家乡零陵区投资兴业时兴奋不已。

“签约后15天即完成土地征收，短短3个
月拿到环评批复，除去雨期，只用3个月时间
完成厂房主体建设……”谈及项目建设速度，
唐武名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区委区政府主
要领导多次深入项目进行现场办公， 为项目
建设排忧解难； 政府还组织专门班子全程服
务，代办各项审批手续；还提供‘三通一平’等

各类政策扶持， 及时高效调解建设过程的矛
盾纠纷。”

今年以来，零陵区坚持高质量发展，严格
落实“定项目、定任务、定措施、定时限,包发展
环境”的项目建设“四定一包”责任制，明确项
目投资规模、建设任务、具体举措、完成时限、
具体责任人。按照“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
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工作机
制，对各重点项目进行细化量化，分解到各区
级领导、各乡镇和部门，力促签约项目早开工、
早投产、早见效。不断完善高效规范的“一站式
并联审批制”“全程带办制”服务，不定期深入
重点项目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在此基础上，对重大项目建设

实行跟踪、协调、服务和督查，每季度进行综合
考核，严格奖罚措施。该区以深化“最多跑一
次”“一网通办”为契机，不断优化投资发展环
境，简化办事流程，实行限时办结，全力把零陵
打造成项目投资建设的洼地。

据统计，2019年该区已实施重点项目
187个，截至5月底，盛迩威、核芯、元硕、闽东
新型建材、雷泰电器、十万吨铝制品等一批重
点项目提前或按期建成投产。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
员 满长水 滕青燕）“您的证件已办理完毕，
请核对一下这上面的信息。”6月18日上午，
在怀化市鹤城区智慧政务服务中心“一件事
一次办”窗口，市民向培刚提交完申请资料，
当即拿到了经营理发店的证照。

鹤城区智慧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告诉记
者，过去要办成这件事，需要向市场监管、卫
生健康、 税务、 公安等多个部门提交申请材
料、填写多张表格，跑多次才能办成。如今，只
需提交一套材料、填写一张申请表格，就能顺
利将涉及多部门的“一件事”一次办好，立马

就可以出证。
今年4月以来，鹤城区从“一件事一次办”

事项中，筛选出开餐馆、理发店、诊所、饮品店
等一批高频事项， 作为首批“主题式套餐服
务”试点，群众办事实现只进一扇门、只到一
个窗、只填一张表单、只交一套材料、最多跑
一次。并根据“主题式套餐服务”审批流程，研
发上线了“一件事一次办”业务系统，通过数
据共享交换， 避免群众在多项业务办理中反
复填写个人信息、提供相关证明，大幅提高了
窗口办事效率。 据抽样调查， 群众满意率达
100%。

6月18日， 在鹤城区迎丰街道莲花池社
区，居民王芳到社区便民服务站办理“老年
优待证”，只10分钟就拿到了证。为实现办
事从政务中心到家门口的转变， 鹤城区纵
深推进审批服务向基层延伸， 健全完善覆
盖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政务服务
体系，下放行政审批和服务类事项49项，在
乡镇（街道）、村（社区）部署了120台智慧
政务自助服务终端机， 群众在家门口也可
以查询预约和办理行政审批事项。同时，由
政府买单开展“快递免费上门送证”，迄今
已送证1.2万余件。

实行“四定一包”，优化发展环境

零陵区 新机制打造项目建设洼地

一套材料 一张表格 一窗受理

鹤城区“一件事一次办”好便捷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记者 王文）今天，
长沙市举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及扬尘
防治现场观摩会，吸引了近5000人参加。

此次活动共对浪琴山花园三期工程等
14个项目进行了现场观摩， 观摩内容主要
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的具体措
施、智慧化施工的具体措施、蓝天保卫战及
绿色施工的具体措施。 观摩人员为各区县
(市)及园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各安
全监督机构负责人及安全监督人员、 各建
设、施工、监理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及施工

安全管理人员、各在建项目的建设、施工、监
理单位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今年1至5月，长沙市安监站在日常安全
监督检查及各项专项整治行动中，对发现的
安全文明施工问题和违法违规行为，共签发
整改通知书956份，机械设备限制使用通知
书180份，督办函14份，停工整改通知书 65
份，不良行为告知书87份。通过采取有效监
督措施，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有效防范建筑
施工生产安全事故， 全市建设项目安全生
产、文明施工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
员 雷洁 ）6月19日，长沙市“五老”金牌讲师
团“百场报告进基层，携手奋进新时代”宣讲
活动启动， 启动式暨首场报告会在宁乡市巷
子口镇举行。

报告会上，长沙市“五老”金牌讲师团团
长刘耀杰从“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这一独特

的视角，紧密结合宁乡巷子口镇经济发展，对
如何开展乡村振兴进行深度论述。 随后，“中
国好人”邓学东、“湖南好人”张运和等4位来
自基层的“五老”党员教育骨干讲师，以不同
形式展开涵盖新时代新变化、垃圾分类、扫黑
除恶等方面的宣讲，内容丰富实在、语言“接
地气”，引起了现场群众强烈共鸣。

“百场报告进基层，携手奋进新时代”宣
讲活动由长沙市委组织部和市委老干部局联
合举办，从今年6月到12月，市、区两级将组建
“五老”党员教育宣讲队，深入村（社区）组织约
100场宣讲报告会。形式上，采取“1+X”的点单
式宣讲，即一个“主报告”和三至四个“微宣讲”
相结合，实现“大理论”与“小故事”融汇、“大报
告”与“微宣讲”互补、“组团式”与“分散式”结
合，增强宣讲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内容上，紧扣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条主线，重点围绕
“我和我的祖国”、改革开放发展成就、乡村振
兴战略、国防安全建设、扫黑除恶、家风建设、
三大攻坚战、移风易俗等主题开展。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阳望春）今天上午，记者从“中华一家
亲·飞歌城步六月六”2019湖南（南山）六月
六山歌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这次山歌节将
于7月8日（农历六月初六）在城步苗族自治县

举行开幕式。
这次山歌节以“中华一家亲·飞歌城步

六月六”为主题，整个节庆活动以城步为主
场，线下延伸至县内各乡村，线上延伸至全
国30个民族自治州和120个民族自治县。

共安排了6大活动，即“中华一家亲·飞歌城
步六月六”———2019湖南（南山）六月六山
歌节开幕式文艺晚会、 全国少数民族地区
山歌网络大赛、“唱支山歌颂祖国” 山歌全
民赛、“海峡两岸手牵手” 商贸合作行、“天
下城步展新颜” 书画作品展、“万种风情满
苗乡”民俗文化周。

目前，山歌节各项筹备工作在抓紧进行。

5000人现场观摩建筑施工
增强安全生产意识，提升文明施工水平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曾宇琪 谢定局

6月16日， 洞口县醪田镇新书院村的金联
种养专业合作社种养基地，在此起彼伏的蛙鸣
声中，该合作社法人代表刘爱玉麻利地逮住了
两只“大长腿”开始摆拍，然后发到微信朋友圈。

这个被当地人称为“青蛙公主”的腼腆
大姐已与这群萌萌的“大长腿”相恋了两年，
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生态养殖梦。

刘爱玉与“大长腿”结缘，得益于当地组
织的脱贫培训。“我和爱人在广东打工20多
年，后来看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料，就决
定回家乡创业。 正赶上县扶贫办组织扶贫培
训，我马上报了名去原安江农校学习。”

通过2次精准扶贫培训， 刘爱玉看准养
蛙的大市场，并决心将稻蛙生态高效种养的
新技术充分运用起来。

“稻田养蛙既能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而
且由于青蛙吃虫， 水稻也不需喷施农药，青
蛙的排泄物还是很好的肥料。” 刘爱玉不厌
其烦地向丈夫尹华义灌输稻田养蛙的好处，
勤劳质朴、话语不多的尹华义也从当初的不
理解到全力支持。

2017年， 夫妇俩创办了洞口县金联种
养专业合作社，第二年又建立了洞口县辉森
生态家庭农场，共流转土地400余亩，其中
有机肥绿色养殖试验田100亩，现有稻蛙养
殖基地20余亩，采用的是“泰优390+美国青

蛙”混养模式。
美国青蛙又名河蛙、水蛙，是标准的“大

长腿”,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是上等的食用
蛙，现已在我国各地推广养殖。

刘爱玉说，养殖之初，由于不注意及时
分池养殖， 造成严重的大蛙吃小蛙事故，让
她损失几万元。为了保护这些“大长腿”不受
侵袭，也防止它们“出逃”，夫妻俩在蛙池四
周都搭起了严密的围网。刘爱玉介绍，由于
基地建在山坳中，时常有黄鼠狼光顾，给“大
长腿”造成不少的伤害。“我在养殖微信群中
向老师请教， 说放养大鹅能防治黄鼠狼，今
年又在基地放养了一群鹅。”

“现在， 我的基地拥有超过30万只青
蛙。稻蛙共生模式不但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更带来生态效应，成为一种理想的稻田
综合种养模式。”2018年，这些“大长腿”给
刘爱玉带来了近10万元的收入， 成为当地
有名的“青蛙公主”。

尹华义夫妇的稻田养蛙“致富经”获得
了县农业局的点赞，拟纳入该县稻田综合种
养示范建设进行推广。今年，洞口县将创办1
万亩稻鱼、稻蛙、稻虾、稻蟹、稻鸭等稻田综
合种养生产示范基地， 提高稻田生产效益，
并对优质示范基地进行奖补。

听到这些好消息， 刘爱玉备受鼓舞，她
准备下半年再扩大养殖规模， 利用电商平
台，做好稻蛙、稻鱼混养基地，并带动周边乡
亲一起发展混养模式。

“青蛙公主”的生态养殖梦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罗文明 ）6月
20日， 记者从高速公路邵阳管理处获悉，
6月21日上午8时， 沪昆高速潭邵段周旺
铺收费站改扩建工程将完成，正式通车运
营。

据悉，周旺铺收费站是沪昆高速湘潭至
邵阳段终点站， 是进出隆回县的重要通道。

近几年来，年均车流增量达156%，特别是在
重要节假日，车流量井喷。为满足车辆通行
需求，周旺铺收费站于今年3月5日正式封闭
施工进行改扩建，6月21日完工， 比预计完
工时间提前2个月。

该收费站由原来2进3出车道变为3进5
出车道，即增加1条入口车道、2条出口车道，
将大大提升车辆通行能力。

沪昆高速周旺铺站恢复通车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记者 周勇军 肖
洋桂 通讯员 邱表军 杨龙）6月17日， 石门
县召开“党建+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暨派驻
“金融村官” 誓师大会，80名“金融村官”分
赴全县100个特色产业村提供金融方面的
指导与服务。

为全面落实省农信系统改革与发展大
会精神，加快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在石

门县委组织部及县农业农村局支持下，石门
农商银行从信贷客户经理中选派80名青年
骨干到特色产业村担任“金融村官”。

“金融村官”主要承担宣传金融政策、普
及金融知识、参与村级建设、优化信用环境、
助力产业发展、联系帮带农户、建设服务站
点、管理金融信息联络员等任务，为特色产
业村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石门向100个特色产业村
派驻“金融村官”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
讯员 杨庆 刘亚琪 侯军）6月20日，桂阳县
方元镇塘下村村民李某告诉记者，日前惠农
补贴检查组来调查， 才知道自己1万多元惠
农补贴被村会计邓某冒领了。目前，邓某冒
领的惠农补贴已被相关部门追缴，发放给了
李某。

据介绍，去年，桂阳县通过“一卡通”累
计发放各项惠农补贴3.9亿元。 为规范惠农

补贴发放工作，纠正不正之风，今年4月至5
月，该县纪委监委、财政局及涉农补贴主管
部门联合派出检查组，采取随机抽查、重点
调查等方式，严查以权谋私、优亲厚友、吃拿
卡要、虚报冒领、贪污侵占等问题。

在这次惠农补贴专项检查中，共发现虚
报冒领、超标准发放、退伍军人双定等问题
线索54件，涉及违规资金105万元。目前，已
追缴49万余元，其余资金正加速追缴。

追缴“跑冒滴漏”惠农补贴

长沙“五老”金牌讲师团
基层宣讲启动

约100场报告会激励奋进新时代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
讯员 赵欢） 常德市城区征地拆迁拆违控违

“春雷行动”临近收官。今天，常德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就防止和惩治征地拆迁领域的腐败
和作风问题进行再部署，确保阳光征拆，切实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今年3月， 常德市部署开展为期3个多

月的城区征地拆迁控违拆违“春雷行动”，
以推进高铁枢纽站、城东片区、沅江隧道等
重点项目建设。 为严防征拆领域发生腐败

和作风问题，“春雷行动” 督导组重点整治
相关工作中认定不准确、程序不规范、信息
不透明以及吃拿卡要、 相互推诿、 失职渎
职、弄虚作假、优亲厚友，贪污侵占、截留挪
用补偿资金等问题， 并出台了征拆工作人
员“十不准”。

目前，常德市“春雷行动”中，已完成征地
4845.36亩、拆迁1745户。同时，“春雷行动”督
导组查阅相关资料100余本， 走访征拆现场
36处，及时督促整改问题7个。

重点整治认定不准确、程序不规范、信息不透明

常德严防征拆领域腐败

六月六山歌节7月8日启幕

晚稻
育秧忙

6月19日，益

阳市赫山区笔架
山乡中塘村，农民
趁着晴好天气铺
排晚稻秧盘。近年，
该区通过扶持种
粮大户、家庭农场、
专业合作组织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促进粮食生产
标准化，全区今年
种植早稻、一季晚
稻、双季晚稻面积
共达110余万亩，
成为全国重要商
品粮生产基地。

湖南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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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通讯员 刘杰华
何嫘 记者 雷鸿涛 ）6月18日，“木洞庄园”
2019湖南·靖州·杨梅节暨产业扶贫营销推
广活动在长沙黄兴路步行街中心广场举行。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是我国杨梅主产
区之一，被誉为“中国杨梅之乡”，其特有的
“木洞杨梅”享有“江南第一梅”美誉。目前，
全县杨梅基地发展到近10万亩， 年产鲜果
6.8万吨，年产值过10亿元，带动1.1万名贫
困群众脱贫增收。

“听到靖州杨梅又来长沙了，口水都来
哒！”为了品尝靖州杨梅，长沙市民徐亚祥女
士和朋友早早候在广场。她笑道，靖州杨梅

果大汁多味甜，每年就一次口福，必须吃个
痛快。

活动现场展位上，靖州果农和特产商摆
出大量黑红发亮的乌梅、 果香浓馥的杨梅
酒、清甜可口的杨梅饮料，供市民免费品尝。
舞台上， 来自靖州的7位果农代表讲述了他
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将靖州杨梅从小家庭作坊向产业化推进
的发展历程。《苗妹采梅忙》《醉苗乡》等歌舞
节目， 让活动现场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互
动环节，“挑战大胃王” 将活动推向高潮。当
天， 靖州20余家杨梅合作社带来的万余件
新鲜杨梅，很快销售一空。

“江南第一梅”走红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