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高文虎 ）7月17
日， 岳阳市召开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
工作会议， 该市28家银行负责人共同签
订了《岳阳市关于降低民营和小微企业
融资成本的倡议书》。人民银行岳阳市中
心支行行长曹平辉称，6月底， 该市支持
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同比分别下降
了0.55个百分点和0.65个百分点，贷款利
率总体呈下降态势。

今年2月，岳阳市委市政府出台《关
于促进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十条措
施》，进一步引导全市金融机构加强民营

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人民银行岳阳市
中心支行积极推进全市民营和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提升年专项行动， 确保金融支
持民营和小微企业新政落实落地， 全力
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到今年年底，
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给民营和小微企业
新发放的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要同比下降
1个百分点，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新增要
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40%。

今年来，该行已落实定向降准政策5
次，释放低成本资金49.65亿元，用于发
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组织全市银行
机构开展“进园区、进企业，促融资、促发

展”活动，惠及企业862家，覆盖全市10
个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融资金额达
55.2亿元。 同时, 开展民营和小微企业
信贷洽谈会， 全市104家企业与银行签
订了贷款意向书， 授信金额11.2亿元，
缓解了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

该行还联合岳阳市金融办在
全市创新建设1至2个民营和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样板县”，通过改善
营商环境， 加强当地县域金融服
务；出台《开展金融服务民营小微
企业提升质效工作督查方案》，细

化考核细则和项目，联合开展了为期半
个月的上门督查和非现场督查，促进政
策落地。 配合市政府成立了注册资金5
亿元的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以及首批
注册资金3000万元的小微企业风险补
偿基金，为全市民营小微企业提供增信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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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5日讯（金慧 陈柄丞）
经过3年培育，望城经开区日前传来好消
息：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的最新通
知，该园区已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
区”验收，正式从“试点园区”到“示范园
区”，为我省唯一上榜的园区。

自2016年以来， 望城经开区将创建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知识产权管理、
专利工作纳入了“十三五”规划，并连续
两年纳入《年度工作目标管理考核任务

书》。望城经开区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工作
体系， 实行主要领导联系科技型龙头企
业、重大问题采取“一事一议”制度，及时
解决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同时,立足产
业实际搭建平台， 创建了长沙望城国家
有色金属精深加工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成立了中国（长沙）有色金属产业联
盟、 湖南省高性能交通用铝合金材料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园区还积极构建
以园区为载体、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

院所为支撑的产学研结合模式， 园区30
家企业与中南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等13
所高校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鼓励企业开展“创著名、驰名商标”活动，
引导企业运用商标拓展市场， 打造了旺
旺、澳优、金龙、派意特、菱格、泰嘉、晟通
等12个中国驰名商标， 使园区企业知识
产权工作稳步发展。近3年，园区共申请
专利1500件，授权专利1086件。

据了解，示范园区建设周期为今年

6月至2022年6月，在建设周期内，园区
将在相关政策落实方面获得更大支持，
更多企业可申报国家级科技项目。接下
来，园区将依托这一国家级平台，不断
加大工作投入，持续完善知识产权政策
体系， 通过对主导产业专利导航分析、
共建区域性技术交流平台、完善双创示
范点等创新举措，为高价值专利实现成
果转化提供有效途径，促进园区高质量
发展。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通讯员 阳艳
妮 陈尚彪 记者 杨军)从今年初开始，
安化县集中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五类“顽疾”，即
不担当不作为、文山会海、责任状泛滥、
督查检查过多、重复考核，切实为基层
松绑减负。 截至6月底， 全县共查处46
人，通报曝光5期。

安化县制定了22条举措，集中整治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方面
15个突出表现和行为， 并对问题易发、

多发单位进行重点督查督办，先后查办
了县疾控中心利用行使水质检测权便
利乱作为等多个“案件”，形成强大震慑
效果。同时，大幅减少普发性文件，加大
各类专题会议整合力度、严控参会人员
范围和开会时长， 把基层党员干部从
“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今年上半年，
全县发文同比减少38.1%， 县委县政府
召开的会议同比减少33.3%。

针对责任状泛滥问题，安化县加强清
理整治。目前，全县签订党风廉政、安全生

产等各类责任状共43类，其中建议撤销19
类、合并10类、保留14类；“一票否决”事项
共12项，其中建议撤销5项、保留7项。

针对监督检查频次高、效果差等突
出问题， 安化县明确由县委督查室、县
政府督查室统筹全县督促检查工作，其
他单位原则上不得对乡镇和县直单位
开展督查。 还进一步精简检查考核事
项，不再将发文、开会、制度上墙等纳入
考核指标体系，县级层面督查检查考核
事项较去年减少49%。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袁三才

“我接受组织对我的处分，我要以
此为教训，克服慵懒散和责任缺失的工
作作风，认真对待每项工作。”近日 ,谈
及自己因违反工作纪律、不认真履行意
识形态工作职责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沅陵县自然资源局机关党委办主任胡
某某对沅陵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

去年下半年，沅陵县委对县内12家
单位党组织展开了巡察，县委巡察组第
二组副组长周天亮在巡察县国土资源
局（今年初机构改革改名为县自然资源
局）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实情况时，发
现了端倪。

经过比对，巡察人员发现，县国土
资源局一篇年度总结居然通篇抄袭
2015年12月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的文章。沅陵县委巡察办立即将线索移
交给县纪委监委，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
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调查处理。

调查发现，胡某某作为县国土资源
局意识形态工作具体负责人， 工作不负
责任，从工作计划到工作总结、汇报材料
的撰写，都是从网上直接下载而来，只是
换一个标题，对正文内容不审核不修改，
更不结合或联系单位实际。 如县国土资
源局2016年度意识形态工作总结， 是胡
某某直接从网上整篇下载黑龙江省鹤岗
市规划局2015年度机关意识形态工作总
结，除了换个标题外，正文内容未作任何
修改；2017年度总结系其从网上下载广
西贵港市覃塘区的总结，为图简便省事，
胡某某直接用笔将总结材料上的“覃塘
新区”划掉并改为“沅陵”。

搜索、复制、粘贴，然后改个单位
名称，一篇篇本该调查研究、认真撰写

的材料，就被胡某某这样“轻松”完成，
一起典型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行为
案件浮出水面。“这是典型的‘饱食终
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与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相悖。”沅
陵县纪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必须依纪
依规严肃处理。

5月22日， 沅陵县纪委监委决定对
胡某某立案调查。6月23日，经县纪委常
委会研究，决定给予胡某某党内警告处
分，该局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局
主要负责人分别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据了解，今年来，沅陵县紧扣“切口
小、见效快、能落实、获得感强”的原则，
通过抓部署、严制度，在全县深入开展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整治。目前，全
县因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处理66
人，其中立案查处27人，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27人。

打造“七美”衡阳
衡阳市发布创建“最美地级

市”发展蓝图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成俊峰）今天，

衡阳市出台《关于以最强执行力建设最美地级市的意见》，
提出到2035年将建成规划美、生态美、生活美、产业美、人
文美、和谐美、形象美的“最美地级市”，并分阶段、分步骤地
明确了阶段性工作任务。

据介绍，衡阳把环境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相结合，努力
实现百姓生活美。该市将加快“三江六岸”生态绿地建设，全
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持续抓好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
工程”，并分类别、分用途、分阶段治理重点行业和污染物，
做好治理与保护两手抓。预计到2025年，该市中心城区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5%，村庄绿化覆盖率达40%。

乡村规划治理，是衡阳创建“最美地级市”的重要一环。
该市将在尊重村庄发展差异性的基础上， 全覆盖式构建分
区分类相结合的乡村发展体系。将保护传统村落、改造旧村
落和新建聚居点相结合， 合理确定农村新型社区和美丽乡
村发展布局，预计到2025年，该市将培育100个以上农村新
型社区，创建500个以上美丽乡村精品村。

产业兴旺，也是“最美地级市”的重要标志。衡阳计划抢
抓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契机，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进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力争到2025年，引进“三类500强”
企业40家以上，创建2个1000亿级园区、4个500亿级园区，
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

64万多人次参与“美家美妇”行动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罗咏梅）

“动动手，分分类，环保行动人人夸。”今天，省妇联在长沙市
开福区洪山街道洪山桥社区举行垃圾分类环保活动， 共同
发出《参与垃圾分类 呵护绿色家园》环保倡议。

妇女是家庭的半边天，是孩子学习和模仿的榜样。省妇
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底开始， 省妇联向全省家庭发起

“美家美妇”行动，倡导广大妇女同胞争做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的“最美女性”，争创学习之家、绿色之家、文明之家、小
康之家，争做“最美家庭”。

7个多月以来，“美家美妇”行动统筹各类家庭文明创建
活动，形成“妇联组织牵头、基层执委带头、每家每户妇女参
与”的“美家美妇”行动模式，聚力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提升广大家庭幸福感。围绕脱贫攻坚、妇女儿童权益保障、
关爱留守儿童、 争做环保志愿者、 参与乡村振兴等开展工
作。目前，全省有33万多名村（社区）妇联执委结对帮扶11
万多户贫困家庭，各方力量参与“美家美妇”行动达64.6万
人次，结对帮扶留守儿童老人91147名。

让搬迁户搬得开心住得舒服
北湖区集中治理易地扶贫搬迁领域问题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训忠
许文彬）“你对你家房屋外墙抹灰脱落的问题整改满意吗？
村里新配备的环卫设施使用方便吗？……”7月22日，郴州
市北湖区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
李韬，来到仰天湖瑶族乡四亩田集中安置点上，对老百姓反
映的几个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根据北湖区有些易地扶贫搬迁户反映房屋质量有瑕
疵、集中安置点基础设施欠完善等问题，该区今年4月，开展
了易地扶贫搬迁领域集中治理行动， 重点对搬迁对象识别
是否精准、工程项目监管是否到位、项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
以及易地扶贫搬迁领域其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进行
集中整治。他们先开展2轮自查，然后开展1轮专项核查，共
清查易地扶贫搬迁户96户333人， 检查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项目资金45项， 核查资金1898.1万元， 发现房屋质量有瑕
疵、集中安置点基础设施欠完善、部分项目审计和资金结算
滞后等3个方面的问题36个， 并逐一下发交办函和工作提
醒通知，“定向监督”，限时整改。

北湖区委副书记、 区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黄四清介绍，区里通过联席会议机制、工作通
报机制、巡查督办机制的“三大联动”机制，督促发改、扶贫、
财政、农业、住建、自然资源等职能部门，及仰天湖瑶族乡、
保和瑶族乡、石盖塘街道等，对核查发现的问题登入台账，
做到“五个明确”，即明确存在的问题、整改责任、整改措施、
整改时间、整改资金，拉条挂账，逐一整改。目前，该区易地
扶贫搬迁领域36个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湖南日报 7月 25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马慧 李亮）近日，湖南省争创智
慧矫正中心建设现场观摩会在冷水江市
召开。在观摩现场，手机实时定位、远程无
缝监管、智能在线学习等“智慧”设施，让
大家感受到满满的科技感。

近年来，冷水江着力推进社区矫正执
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创新，建立集业务
管理、移动执法、指挥调度、辅助决策、应
急处置等功能于一体的全智能化体系，有
效预防了社区服刑人员脱管和重新违法
犯罪。

冷水江充分发挥“智慧社区矫正”优
势，在日常管理上，依托省级信息平台，通
过基本信息网上录入、业务和执法流程网
上办理、法律文书网上传递、数据资料网
上生成，对日常工作进行标准化、质量化
管理。在社区服刑人员监管上，依托“在矫
通”等移动终端，通过远程接收指令、人脸
签到、在线学习和在线帮扶等，实施精准
监管。在社区服刑人员管控上，依托定位
设备划定“电子围栏”，并通过对接“天网
工程”和“雪亮工程”，对重点人员实施动
态跟踪、远程控制和全天候监管，构建起
“无形之网”。

同时，冷水江积极探索“自助矫正”模
式，通过“自助矫正终端”“冷水江社矫”微信
公众号、“自助学习服务” 室等自助平台，为
每位社区服刑人员制定针对性矫正方案，提
供形式多样的矫正内容，提高其改造积极性
和满意度。

金融活水缓解融资难题
岳阳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总体呈下降态势

烹饪人才需求大
湘菜厨师受欢迎

餐饮企业竞相来长沙新东方揽才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向立华）今天，长沙新东方烹饪学
院举行2017级学生毕业典礼和校园招
聘会，共有35家国内有名的餐饮企业来
学院揽才，共提供岗位300多个，而学院
这次的毕业生仅有200多人， 可谓是供
不应求。

学院院长罗现华介绍， 近年来，湘
菜厨师人才广受各地欢迎。一方面是餐
饮企业、 特别是高品质餐饮发展迅速，
对人才需求提升。另一方面，学院顺应
企业需要，实行“订单式”培养，提高了
学生的整体技能和适应性。学院除了开
设湘菜类的专业， 还开设了西餐类专
业、西点类专业。同时学院还积极开展
教育教学改革， 努力让传统的菜单，焕
发出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学院如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社会认
可。长沙华晨、中建万怡、徐记海鲜等企
业，纷纷来学校开设定向培养班。在当天
的招聘会上，湖南辣妹子销售管理有限公
司等企业还为50多名贫困生提供助学金
14万元。

据悉， 作为烹饪教育行业领头羊，长
沙新东方烹饪学院一直紧跟市场，已培养
烹饪人才8万余人。

“试点园区”长成“示范园区”
望城经开区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近3年共有1086件专利获授权

复制粘贴写材料 巡察调查挨处分
———沅陵县查处一起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案件

安化剑指5类“顽疾”为基层减负
县级层面督查检查考核事项较去年减少近一半

密织社区矫正“无形之网”
冷水江探索

“智慧社区矫正”模式

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7月24日，吉首市
石家冲街道寨阳村留
守儿童之家， 志愿者
辅导苗家孩子做手工
剪纸。近日，东北林业
大学西部志愿者协会
的12名大学生来到寨
阳村， 开展暑期义务
支教社会实践活动，
为苗家留守儿童进行
文化、音乐、舞蹈、绘
画、体育等知识辅导。

姚方 杨燕萍
摄影报道

暑期支教
进苗乡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25日

第 2019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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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1340 561460

组选三 481 446 214526
组选六 0 223 0

0 3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7月25日 第20190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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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6856156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12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364807
4 15638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75
67830

1190814
10212836

48
2594
43579
368746

3000
200
10
5

0622 26 28 3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