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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董劲 石琛

“没想到我们的诉求这么快就落实了，
天心区优化营商环境果然是实打实的，贴
心、真诚、效率高。”

6月21日，参加完天心区人社局组织的
人才政策专项宣讲后， 灵智文化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行政人事总监付丽娜感慨道。

原来，在6月14日的“区领导联点服务
企业问题办理情况调度会”上，长沙天心文
化（广告）产业园的5家企业负责人提出建
议，希望区里就长沙市人才政策给予解读，
为文化企业在引进人才方面提供支持。6月
21日， 天心区人社局就组织了一场人才政
策专项宣讲，帮助企业答疑解惑。

像这样的贴心服务， 在天心区已逐渐成为
常态。今年以来，该区在“营商环境优化”上持续
加码，《天心区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实施办法（试
行）》《天心区关于建立“凡有先例皆可为”制度的
实施细则》等一揽子细则集中出台落地。区领导
联点制度发挥较大效果，截至6月14日，已联系
走访服务企业累计达274家，共收集诉求及问题
565个，问题办结率达82.12%。

“贴心服务优环境”
不久前，位于天心区的创辉达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拿到了华融湘江银行的500万元贷款，
光大银行的500万元放款也正在办理之中。

华融湘江银行款项到账那天， 该公司负
责人深有感触地说：“像我们这样的轻资产企
业，能这么顺利、快捷地从银行贷到款，离不
开天心区金融事务中心从中协调、帮助。”

创辉达在天心区发展已近10年， 是天
心区培育的拟上市企业。 企业扩张难免需
要资金周转，但创辉达属于轻资产企业，去
银行贷款又往往需要抵押。在此两难之际，

创辉达把自己的贷款诉求汇报给了联点的
区领导，没想到短短一个月时间，该公司的
困难就得到了有效解决。

“不仅是企业融资问题， 还有人才引
进、政策支持、上市扶持等方面，天心区各
级领导也是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 更坚定
了我们在天心区发展的信心。” 创辉达副
总经理林相展告诉记者。

“天心区对文和友的帮扶用全方位来说
一点也不为过。” 湖南文和友文化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叶鑫告诉记者，“往
往我们还没想到，区里的服务就已做到。”

“前不久，我们搬新办公室，消防第一时
间上门指导我们对消防通道进行整改； 得知
我们的综合负税率较高， 税务部门又安排人
到公司进行上门辅导； 知道我们有上市计划
后，区里专门安排人帮助我们股改。” 叶鑫说，
这样贴心服务事例，不胜枚举。

“贴心服务优环境，我们要像呵护眼睛
一样呵护营商环境。 努力把‘营商环境最
佳’ 打造成天心区的核心软实力和最亮新
名片。”天心区委书记朱东铁更是在多个场
合、多场调研中作出的承诺。

“凡有先例皆可为”
“凡有先例皆可为”是天心区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提出的一个响亮承诺。
“意思就是入驻天心区的企业， 在核

名、落户、变更等注册事项办理过程中，凡
是全国其他地方可以办理的，参照先例，依
法依规协调办理。”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夏志介绍。

今年初，在北京发展的李小平回到长沙，想
注册一家名为湖南方志年鉴社的公司。可去省、
市登记时，没有被通过。原因是根据企业登记规
则，企业的组织形式一般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当时全省
并没有将年鉴社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登记的。

李小平听说天心区提出“凡有先例皆
可为”制度，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于3月
中旬来天心区寻求解决， 并透露有朋友在
重庆就注册过类似公司。 天心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通过去函和电话查证后， 经过请示
上级和研究，最终于3月25日为其注册。

5月15日，湖南旺坤管业有限公司来天心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经营范围”的增项业
务，但该公司要求增加的“不锈钢管材管件的
生产”项目并不在业务系统中。可企业反映，
武汉市有这个经营项目。 该局向武汉了解情
况后，迅速请示上级，依照“凡有先例皆可为”
制度，仅在5个工作日内，为企业顺利办理了
变更。“优化营商环境， 不是要政府帮我们大
包大揽，给多少钱，而是希望政府设身处地及
时帮我们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为我
们营造好发展环境。”该公司负责人说。

今年以来， 天心区在全省率先推出办理执
照“立等可取”，在长沙市率先将《食品经营许可
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许可证》等相关
业务办理时间从20、40、85个工作日分别缩减为
1、2、4个工作日，最大限度地便企利民。

不仅如此，“减税降负”“区长接待日”
等一系列举措相继落地， 让天心区成为众
多企业落户的选择地。截至6月13日，天心
区今年新办企业3199户，同比增长了9.1%。

“我们致力于营造方便、赚钱、安全、亲清的
营商环境， 努力让每一位投资者开心来天心,发
展很顺心。”天心区委副书记、区长黄滔如是说。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员
黄军山） 今天下午5时，2019年长沙市初中学
业考试（中考）阅卷工作圆满结束。本次阅卷实
行网上评卷，共设阅卷点5个，从6月22日至25
日，共持续4天。

全市共有1000余名一线教师参与本次阅
卷工作。为确保评卷质量，中考评卷实行学科组
长负责制，并设题组长若干名，由题组长具体组
织评卷老师开展评卷工作。 题组长随时监控评
卷情况，学科组长每天抽查试卷800份以上。

所有科目的试题均采取“双评”模式，即每道
题都是由两位以上老师独立评判。若双评有异议，
则自动启动三评、四评程序，以确保公平公正。

评卷分操作培训、 试评、 正评等环节。22
日，试评发现文综第21题答案有异议，长沙市
教育考试院立即组织专家组对试题及答案进
行评议，发现答案选项中无正确答案。6月23日
主动发布公告，并公开致歉。

评卷期间，长沙市教育考试院特别注重收
集各方意见，并认真对待、仔细研究。6月24日，
网传英语试卷第21题有2个正确答案。考试院立
即组织湖南师大外语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湖南省教科院英语研究员及英语骨干教师等7
人组成专家组，针对试题进行论证评议。经评
议，专家组一致认定：该试题命题有依据，提供
的答案是正确的、唯一的。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廖顶峰）6月21日，长沙市望城区正式启动“产
业工人供应链”建设，将以产业工人供需结构
性平衡、素质提升、充分就业为目标，通过
整合区域资源、多措并举，建设有特色、可
持续的区域产业工人供应链， 以实现劳动
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企业、院

校、培训机构“三位一体”的培训机制，采取联
合培训、委托培训等模式，助推企业开展中
高层管理人员、普工、特种职业技工、专项
技能人才等培训， 提升产业工人队伍总体
素质，计划今年培训2000人以上，争取80%
培训对象培训合格后对口就业。

二是成立“工匠联合体”。该联合体是
由望城区各行业的用工单位、行业协会、产
业工人、培训机构和协助单，在自愿、平等、

互利、合作的基础上，组成的跨行业、开放
性协会组织，由区委统战部领导，由区工商
联、总工会、人社局、财政局等区直部门共
同提供政策指导和支持， 通过政策战略研
究、传播工匠精神、搭建教育培训平台、打
造工匠品牌IP等工作， 为企业培养既具有
工匠精神、又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

三是开展“百人百技”活动和新生代产
业工人日常管理试点。“百人百技” 通过岗
位演练、技能比拼等活动，从全区各企业挑
选100名素质高、技能强的优秀产业工人组
成人才库，通过展示其技能和作品、授予荣
誉等， 激发产业工人的工匠精神和创新动
力，推动各行各业不断涌现技术型人才。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胡蓉 卓方芳）“浓浓的亲情和家族的信仰，时
刻影响着我们家庭的每一个人……” 近日，被
评为全国五好文明家庭的张家界市永定区居
民向明菊，在全区“讲最美家庭故事，扬清正和
谐家风”报告会上，分享了她的家风故事。

今年以来，永定区举办现代家庭教育公益
巡讲140余场次，创建家长学校103所，组织了
“全家福”摄影展、家书征集、寻找幸福家庭等系

列活动，培育了74户国家、省、市级最美家庭、文
明家庭。同时，该区纪委监委还深挖以土家族为
主的苏木绰地区“耕读传家、忠孝清廉”好家风
内涵，开展“悬挂一块家训牌，讲好一个家风故
事，创作一首好家风歌曲，演好一台廉洁戏剧”
“四个一”活动，不断厚植“不想腐”的土壤根基。

目前， 永定区共提炼可推广的家风家训
3000多条、家风故事100余个，2000多名科级
干部签订廉洁从政承诺书。

今年长沙中考阅卷工作顺利完成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皮柏枝）今天，记者从常德市纪委监委获悉，从6
月20日至10月30日，该市将持续开展国家公职
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专项清理行动。

此次清理对象，除了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
的公职人员，还包括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
配偶，辞去公职或退休后未满3年的领导干部，
离职未满两年的一般公务员。清理内容为本人
或借用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拥有非上市公司

(企业)股份或证券，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投
资入股等8项。

常德市纪委监委要求，所有清理对象一律
按要求填报有关情况，存在问题的必须在规定
时间内办理完成退出手续，退出转让情况应向
当地纪检监察机关报告， 并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清理期间，对主动向组织如实报告问题、及
时彻底纠正的， 可依纪依规从轻或减轻处理，
情节轻微的免予处分。否则，将从严从重处理。

常德向公职人员
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亮剑”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李永亮 李日新 张
静） 记者今天从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获
悉，该行全省首创的“绿贴通”业务已正式办
理，株洲市沐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第一家
获益企业，已成功办理再贴现业务20笔，金额
达6281.5万元。

为推动金融机构支持绿色经济发展，人民
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会同株洲市工信局、株洲

市生态环境局设立了“绿贴通”业务。该业务是
商业银行、人民银行对绿色企业持有、签发的
商业票据进行贴现和再贴现的融资服务项目。
该行为此已安排3亿元专项额度， 将视具体情
况追加。“绿贴通”业务面向节能减排、低碳环
保、两型建设型的企业，经审定，株洲市共有
111家企业符合条件，入选“绿贴通”业务白名
单。

株洲111家企业获“绿贴通”

永定区大力倡导和谐家风
提炼家风家训3000多条、家风故事100余个

� � � �长沙市天心区着力营造方便、赚钱、安全、亲清的营商环境，致力于
让每一位投资者———

开心来天心 发展很顺心

望城区启动“产业工人供应链”建设
多措并举推动产业用工供需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