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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极省营商在望城” 新闻发
布会在长沙市望城区举行， 望城区委副书
记、 区长范焱斌就该区营商环境相关工作
的成效和特色， 面向广大媒体与企业公开
发布，一条条措施既是一份惠企大礼包，更
是一诺千金的郑重承诺。
今年以来，望城区深入贯彻落实“产业
项目建设年”“营商环境优化年” 工作，以
“一提一降三保证”为主抓手，组建了提速
行政效能、降低营商成本、保证合法权益、
保证政策落地、 保证清廉担当5个专项工
作组，通过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热心、
贴心、暖心的雷锋式服务，为企业打造出省
心、省时、省钱的“极省”营商环境。

行政效能提速，省时
走进望城区雷锋政务超市“行政审批
专区”， 一条全新的行政审批服务链映入
记者眼帘。“政府投资项目”和“社会投资
项目” 两个窗口受理项目单位的办事需
求，根据具体事项，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全
流程网上审批平台” 派单给后台的3个审
批科室，完成审批后，证书仍交由前台出
窗， 真正实现单个项目审批一次进窗、一
库共享、一网审批、一号通办。
“这3个科室集中了区发改局、区资规
局、区住建局、区园林中心4个职能部门的
28项主要审批职能，24名专业审批人员现
场办公。” 望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人

华伟是长沙首家国有人力资源公司，
由望城经开区与3家人力资源公司共同出
资成立，自今年4月成立以来，已为德赛电
池（长沙）、蓝思科技等企业输送劳动力共
2000余名， 并为企业260余名中高层管理
人员免费开展了5期素质提升培训。在此基
础上，望城于6月启动“产业工人供应链”建
设，将创新通过联合院校和培训机构、成立
“工匠联合体”“百人百技” 竞赛等方式，持
续为企业降低人力成本。
此外， 该区还从多个方面实打实为企
业省钱。用电方面，落实“错峰用电”“两部
电价” 等方案， 每度电约为企业节约成本
0.68分；审批方面，园区对工业及仓储项目
生产性用房实行无费化审批， 符合先建后
验条件的项目一律免除城市基础配套费和
水土保持费，预计一年可为企业减少2000
多万元；保险方面，为望城经开区170家企
业争取养老保险缴费费率过渡试点政策，
累计节省社保支出近6000万元； 减税方
面，全面落实上级减税降费政策，今年1至
6月累计减税4.2亿元。

服务细致周到，省心
企业成本降低，省钱
7月18日，长沙智能终端双创孵化基地，
招聘台前人流如织，长沙华伟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的招聘专员忙着收简历、面
试。
“公司临近投产， 用工缺口达2000人，多
亏了华伟，招聘启动不到一周，已为我们输
送近800名工人。”基地负责人介绍。

今年3月，望城经开区政务中心主任张
玲英走进湖南华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企业的发展情况和具体难题。企业
负责人刘胜祥也“不讲客气”，一口气提
出10个问题，张玲英照单全收，随即联
系协调相关部门处理。其中,针对公司厂
前道路积水问题，园区建设开发公司迅

湖 南 日 报 7 月 30 日 讯 （ 记 者 雷 鸿 涛 通 讯 员
袁 春 华 林 振林）怀化市民、退役军人和教师、学生，以

速赶到现场查看， 发现原来由于施工导致
排水管道堵塞， 工作人员不仅疏通了原有
管道， 且新增设了一条排水管， 不到半个
月，厂前道路彻底清爽。
望城经开区连续4年实施领导干部帮
扶制度，对274家规模以上企业均安排一名
干部联点，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
部门、一帮到底”。个性问题“一企一策”，共
性问题集中交办， 重大问题则提请区领导
专题研究解决。截至7月底，已收集全区企
业反映的208个问题，其中149个已得到有
效解决，剩下的问题也在加速办理中。
为让企业更加省心，望城率先在全省组
建商事服务中心，按照“专业人办专业事”的
思路，整合研究型智库、投融资机构、孵化器
等区域资源，打造政企、园企、企企“共生”的
平台；构建
“
亲清”政商关系，开展
“
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专项整治行动，今年共查处履
职担当不力问题20起42人，确保企业办事畅
通；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区法院在园区设
立巡回法庭， 区司法局成立园区调解委员
会，区公安局出台26项专项措施，协力构建
出优质、便利、稳定的营商环境。
“在望城，政府服务让人如沐春风，人
人争当营商环境里的‘雷锋’。”有企业家们
如此点赞。

供电巡检
应对高峰

湖南日报 7 月 30 日讯（记 者 张 福 芳 通 讯 员
董劲 ）今天上午，长沙市天心区举行重点招商资

源推介会，现场逐一亮相19宗精品地块，并上线
招商引资管理系统， 吸引了40多个驻长异地商
会、 湘籍异地商会企业家以及70余家房企大咖
参加。
天心区是长沙的老城区和中心城区， 是省
委、 省政府大力推进长株潭一体化的核心区和
前沿阵地，地块资源稀缺。此次拿出的19宗优质
地块，总面积1710余亩，类型涵盖沿江“含金”地
块、旧城棚改地块、南城城改地块等。现场发布
的招商引资管理系统，包含了“天心招商资源发
布”微信小程序及“招商引资管理系统”PC端，该
系统囊括了天心区最新的土地、 楼宇、 园区资
源，企业和个人只需动动手指，即可一览天心区
的丰富资源。
“在天心，投资放心，投资舒心，投资开心。”
龙湖集团湖南公司总经理孙维强现场点赞天心
区的营商环境。据了解，今年以来，天心区已开
展各类招商资源专场推介活动11次； 开展小分
队精准招商19次，上门对接招商项目70个；举办
各类招商节会4次，集中签约项目35个，签约金
额达310亿元；成功引入酷哇机器人、森活家等
一批重点企业。

送不出去的礼物
通讯员 王明义 杨晓华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近日， 临澧县四新岗镇毛花界村村民全树
林送礼碰壁的事，在当地流传出去。
全树林是村里贫困户，2014年一家6口人均
收入不足700元。县农机局纪检组长孔令芳担任
毛花界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后， 帮全树林家承包
了200亩油茶低改地，又帮全树林的儿子喂养牛
蛙。现在，全树林一家脱了贫，还成了村里致富
能手。
喝水不忘挖井人。全树林心里过意不去，总
想向孔令芳表示一下。今年初，全树林和妻子提
着两条烟来到孔家， 但被孔令芳一口谢绝：“不
要谢，扶贫是我的本职工作。”
7月初，趁孔令芳出差，全树林夫妇又敲开
了孔家的门，孔令芳的妻子热情接待了他们。全
树林两口子不停夸赞孔令芳， 他爱人笑了：“不
要夸他了，扶贫是他的本职工作。”临走时，全树
林两口子将两条烟送给孔令芳妻子：“请收下我
们的一点小意思。”孔令芳妻子连忙推脱：“对不
起，我们不能收礼。心意我会转达，他会继续帮
助你们致富的。”
一出门，全树林两口子开始嘀咕。全树林妻
子说：“一定是嫌少了！”全树林说：“要不我们再
换好一点的烟拿去？”过了几天，他们提着好烟，
再次敲开了孔家的门。
孔令芳妻子哭笑不得， 只得先请他们坐下
喝会茶， 然后说家里有好多旧衣服， 自己用不
上，便打好包，送给全树林夫妇。
全树林两口子再三道谢，礼送出去了，心里
也踏实了。可回到家，两口子打开旧衣包，一下
怔住了，那2条烟就包在衣服里。

7月30日， 张家界市
武陵源区十里画廊，国网
张家界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检查观光电车供电设
施。连日来，受持续高温
天气影响，张家界市用电
负荷持续攀升，当地供电
部门加强电力线路和供
电设备检查力度，全力保
障景区索道、 观光电车、
电梯等特种旅游接待设
备正常运行。
吴勇兵 摄

“八哥”救八哥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7月29日17时许， 岳阳市江豚保护
协会志愿者范钦贵，在东洞庭湖西岸巡
查, 发现有八哥等鸟儿被困农民虾笼
中，立即抢救，共救护54只鸟儿。
眼下， 洞庭湖区虾农丰收进入尾
声。农民大都将田间、水沟里的虾笼取
上来晒在田埂上。鸟儿误以为里面有好
吃的， 谁知是一条死“胡同”——
—只能
进，不能出。
范钦贵是华容县注滋口镇围垦村
村民，2012年加入岳阳市江 豚 保 护 协
会。他在家兄弟中排行老八，乡亲们都
唤他“八哥”，志愿者们也叫他“八哥”。

“八哥”一直生活在洞庭湖边，对大
自然的生灵充满感情。 每当这个季节，
他总是会到湖畔去巡逻，“现在正是龙
虾收购尾声，也是‘双抢’时节，田间的
水都干了，鸟儿会到处觅食，特别容易
误入虾笼。”
29日下午，在华容县注滋口镇昭福
村， 范钦贵一路走来看到农民在晒虾
笼，他总是仔细地观察着，怕错过一只
小鸟。 当看到一家农户地坪上的8条虾
笼中传出“嘎嘎”声时，他停下了脚步，
“这不是八哥吗？” 范钦贵凑到网旁，眼
中充满焦灼， 他担心鸟儿是不是受伤
了、饿了？
看到范钦贵凑过来，八哥使劲振动

着它那双被虾笼困住的翅膀。范钦贵连
忙把它抱出来，发现笼中除了3只八哥，
还有1只绿鹭、1只喜鹊、2只麻鳽、47只
丝光椋鸟。他当即决定，次日清晨把鸟
儿送到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让专家给
鸟儿做体检，然后放生。
30日一大早，范钦贵从农户家借来
货筐装鸟， 还特地租了一辆面包车，直
奔岳阳。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范钦
贵护送鸟儿们安全抵达市江豚保护协
会。30日下午，岳阳市南湖公园，市江豚
保护协会志愿者放飞了救护的鸟儿。
“八哥”常年参与巡护江豚、救护鸟
类志愿行动，先后荣膺“湖南省雷锋式
志愿者”“岳阳市最美志愿者”“洞庭湖
优秀协管员”等荣誉称号。在范钦贵等
志愿者的努力下，8年来，岳阳市江豚保
护协会共救护野生动物650只。

“路边一个烟蒂、一口槟榔渣都没有”
乡村振兴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黄姚

水满田畴稻叶齐， 日光穿树晓烟
低。盛夏时节，记者来到安化县冷市镇
文昌村，见干净整洁的油砂公路穿村而
过，溪水清澈见底，道路两旁绿树成荫，
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干干净净，见不到任
何白色垃圾。
“文昌村真的干净，路边一个烟蒂、
一口槟榔渣都没有。” 桃江县马迹塘镇
党委委员、政协联工委主任刘剑到文昌
村参观学习后说。
“5天时间，带头把家里卫生搞好，
大家交叉检查评比。” 在文昌村当了15
年村支书的黄放鸣说，变化是从去年底
开始的。去年11月，县、镇两级召开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后，村里80名村

干干净净文昌村
干部、党员、村民小组长先带头在自己
家里“动手术”。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
看干部。 党员干部自家环境搞好了，给
群众树立了榜样，带动大家共同整治村
容村貌。
不把鸡鸭圈养起来， 人居环境就难
搞好。鸡鸭散养是农村老传统，有村民不
愿圈养。2组村民夏爱国家养了40只鸡，
一直不肯圈养。黄放鸣上门8次，才把这
块硬骨头啃下来。 对于家里没有鸡鸭围
网的，村里还组织义工队员上门帮忙做。
屋坪天天扫，死角定期清。“村上每
个村民小组分别聘请了1名专职保洁
员，每天至少工作2小时。”黄放鸣说，村
里现有15个保洁员。由保洁员、劝导员
（组长、 村支两委成员） 和兼职督导员
（驻村扶贫工作队员）组成的队伍，共同

及着汉服、古风旗袍、Cosplay（角色扮演）的游客，8月
可免费游洪江古商城。这是7月30日，怀化市洪江区文
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发布的一个好消息。
针对暑期旅游市场，今年8月1日至31日，洪江区
推出盛夏良宵2019“洪江古商城·八月天天乐”大型
主题活动和一系列优惠政策， 让游客充分体验洪江
古商城的人文美、山水美、饮食美。
“
洪江
据此次活动组委会介绍，举行盛夏良宵2019
古商城·八月天天乐”活动，将满足游客
“
夜有可游、夜有
所乐”需求。8月2日，洪江民国街亮灯暨盛夏良宵2019
开幕式将在洪江旅游地标性建筑——
—
“
洪江1915”广场
启动。8月每周五至周日3天，洪江区将定期举办主题活
动。Cosplay、汉服、古风旗袍等活动将在洪江区新民路
“
民国街”等地精彩上演。游客可品尝洪江鸭子粉、血粑
鸭等洪江特色小吃。同时，洪江古商城将推出明清市井
文化体验，包括影视体验、夜游古商城、时空穿越等；星
空庄园景区将同步推出户外拓展、露营、制作农家饭、
趣味亲子等活动。
“
与爱同行” 扶贫线路、
“
心愿之旅”徒
步线路等新的旅游路线设计也已完成， 游客除了可打
卡洪江网红街、品美食、体验洪商文化外，还可体验水
果采摘、乡村民宿、高山避暑等。

长沙雷锋水质净化厂
通水运行
日处理污水25万吨，惠及百万人口

19宗精品地块亮相

天心区举行
重点招商资源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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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推出大型主题活动和系列优惠政策

—望城区优化营商环境纪实
——
介绍，这完全打破了传统方式，人员变“以
部门集中”为“以事项集中”，流程变“串联”
为“并联”，不同事项可同时办理，大大节省
了审批时间。
润和湘江天地项目负责人席建军算了
一笔细账：“项目备案核准及用地许可2个
工作日，工程规划许可4个工作日，施工许
可4个工作日，竣工验收8个工作日，整个
社会投资项目审批周期不超过30个工作
日，以前可要3到6个月。”更有长沙金盛轿
汽车充电桩等项目， 从申报到审批全流程
都在网上办理，审批结果直接下载打印。
在望城经开区， 独立的园区政务大厅
已承接市、区两级下放的266项行政职权，
连同水电气报装等近200项服务事项，企
业“足不出园”即可基本办结全生命周期所
需业务，还有众多“店小二”全程“帮代办”。
与此同时，先建后验、联合验收、三测
合一、商事登记即来即办、智慧政务大厅等
特色举措，为企业奉上24小时“不打烊”的
政务服务， 全区96%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最多跑一次”， 企业注册实现全程网上办
理“一次都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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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古商城 八月天天乐

“极省”营商在望城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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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日常保洁工作。目前，文昌村村民
已养成定期打扫自家门前屋后卫生、保
持清洁整齐的好习惯。
村里一户人家的城里媳妇小刘，进
门8年了还没在乡下住过一个晚上。人
居环境整治后，其婆家旱厕改了，还装
了热水器， 如厕和洗澡的问题都解决
了，房前屋后也打扫得干干净净，今年
端午节，她回婆家住了3天。目前在文昌
村， 厕所问题成了家家户户的治理重
点，随时保持干净整洁已成常态。
今年4月以来， 益阳市有300多个
村和社区的人来文昌村参观学习。安化
县冷市镇党委书记周华山说，在文昌村
人居环境整治中，村组干部和党员充分
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带动村民自觉参
加，同心协力共建美丽家园。

湖 南 日 报 7 月 30 日 讯 （记 者 王 晗 ）今天上午，湖
南湘江新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雷锋水质净化厂
（一期）项目竣工通水，比计划工期提前了5个月。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近年来，长沙
河西片区污水排放总量持续增加，现有污水处理厂负
荷较重。去年3月，雷锋水质净化厂（一期）项目破土动
工。该项目位于岳麓区黄桥大道与梅溪湖路西延线交
叉口东北侧，总投资8.6亿元，占地115亩，设计规模日
处理污水25万吨, 远期规划污水处理规模最大量达
50万吨/天。纳污范围包括梅溪湖国际新城、高新区、岳
麓区等区域共73.93平方公里，规划服务人口约百万人。
“项目采用半地下建设型式，能极大节约项目用
地。”该项目负责人介绍，污水经处理后，部分将用于
厂区及城市杂用水，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部分将排
入下游配套人工湿地，进入龙王港，作为龙王港流域
的重要补水水源。
湖南湘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雷锋水质净化
厂(一期）建成通水是新区生态环境治理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 接下来， 新区将强力推进诸多环保项目建
设，努力打造经得起人民、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标杆工
程，让新区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黄龙音乐季·声乐艺术周
落下帷幕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李远明）
群“音”荟萃武陵源，歌声响彻黄龙洞。7月30日上午，
2019黄龙音乐季·声乐艺术周巅峰对决赛暨颁奖典
礼，在张家界武陵源黄龙音乐厅举行。
当天，共有12名选手参加当天的巅峰对决赛，均为
此前各组别竞演中胜出的金奖得主。 他们按照抽签顺
序依次进行现场演唱，由瞿琮、魏松、梅特兰·彼得斯等
43位国内外知名的声乐艺术家、 教育家组成的评审委
员会，根据他们的综合表现，以现场公开投票方式，选
出3名特等奖及最佳男声奖和最佳女声奖获得者。
最终，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李佳蔚斩获专业
民族组特等奖和最佳女声奖， 共获得艺术发展资助
金40万元， 成为本届音乐季声乐艺术周最大赢家。
青年歌手刘涛斩获专业美声组特等奖， 青年歌手刘
丞彬斩获音乐剧和业余组特等奖，他们各自赢得30
万元的艺术发展资助金。
据了解， 本届声乐艺术周共有国内外近千名选
手参加竞演比赛，设置4个类别13个组，共计214个
奖项，艺术发展资助金总计186.5万元。声乐艺术周
圆满结束后， 本届音乐季的第二大主题活动钢琴艺
术周也将于8月2日至9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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