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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跑一次政务中心，就可以创办一
家企业，这是行政审批的“长沙速度”。
今年以来，围绕“营商环境优化年”重
要部署，长沙大力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 提升行政审批效能， 不仅为群众增便
利，更为市场添活力。

办理提速，群众办事只跑一次
“昨天在网上申请， 今天跑一趟就行，
真的很快。” 8月27日， 记者在长沙市政务
服务中心见到湖南佳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综合部工作人员李茜， 她不仅拿到新成
立公司的营业执照， 还一并拿到公司印章。
今年， 围绕省政府首批100件“一件
事一次办”目录，长沙在已下放439项审批
权限的基础上，新下放权限52项，取消3项
行政权力事项，对多个部门审批环节进行
取消、归并、压缩，精简优化“一件事一次
办”办理流程。
与此同时，长沙在市、区两级政务服务
中心积极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
批、综合窗口出件”的窗口服务模式，办一
件事，只要进一扇窗、填一张表、交一套材
料，就可一次办理。
长沙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陈波介
绍，100件“一件事一次办”目录中，市本级

流程优化，企业不再“来回跑”
营商环境好不好， 企业办事方便度和
质量效率是重要的衡量标尺。
在天心区，企业注册登记“立等可取”。
只要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除个别特殊
行业外，20分钟可办结企业注册登记，当
场可领营业执照。
今年，长沙全面对标杭州，瞄准重点领
域流程优化，企业投资项目速度更快、包袱
更轻。
王玮琳是保利地产开发部审批负责
人，过去，从项目立项起，她要抱着图纸在
不同部门、不同中介机构间反复跑，时间跨

开展生态扶贫监督检查“回头看”

桃江追回资金13.2万元
湖南日报9月2日讯(通讯员 黄芬 王艳 记者 龚柏威)
近日，桃江县纪委监委通报生态扶贫
“回头看”结果，共发现
问题线索20条，立案7人，追回资金13.2万元。
生态扶贫是将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一种
扶贫模式。桃江县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生态扶贫虽只
有造林补贴、森林抚育等6个类别，但如果监管不到位，
容易滋生违法违纪问题。今年4月至6月，桃江县纪委监
委对生态扶贫领域进行了一轮监督检查和专项治理。6
月底至7月初，县纪委监委又成立3个监督检查小组，对
生态扶贫领域开展监督检查“回头看”。对新发现的问题
线索，监督小组定期汇总，灵活运用快查快办机制逐一
跟进、逐一研判，算清每一笔违规资金数额、来源和去
向，并对追缴资金督促入账或退还群众。

度有时长达一年。
“现在不需要跑多个地方，初步设计审
查环节精简了， 安质监项目备案环节也省
去两个部门的现场查勘和单独审批。 ”她
说，走完项目立项到竣工验收全流程，最快
只要6个月。
今年， 长沙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
由71项精简至51项，在全省率先推行工程
建设领域“多规合一”投资项目在线监管平
台改造升级，一个系统、并联审批，企业“来
回跑”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还有施工图“多图联审”、告知承诺下
“容缺许可、拿地开工”、“先建后验”……各
项改革举措“刀刃向内”，长沙工程建设项
目常态化审批压缩为43个工作日，长沙高
新区、望城经开区、浏阳高新区等园区更缩
短至1个月以内。
目前，宁乡、浏阳等地推进“无收费园
区”建设，实行建设阶段“零收费”，真金白
银为工业项目减负。近两个月，长沙还为新
设企业免费刻制公章4000余套，节省企业
成本百万余元。

信息互通，线上线下一网通办

“
前后十几分钟，所有手续一次办完。”在
长沙市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完
房屋转移登记后，市民刘慧聪惊讶不已。
原来，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
化平台，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与住建、税
务、公积金等部门信息互联互通，在线可交
易、登记、纳税及核验家庭住房套数、户籍、
婚姻和社保等信息， 抵押登记业务更是可
全程线上办理。
目前，全新的“一网通办”平台推出首
批100件“一件事一次办”，其中“一次不用
跑”全流程网办的达12件。 长沙大力推进
电子证照、 电子签章等审批资料全程电子
化，“少填少报”成办事新常态。
在长沙，就算足不出户，通过“我的长
沙”APP可实现公积金办理、 电子证照等
“一次认证、全网通过”。 8月底前，首批100
件“一件事一次办”在APP实现一次办好，
证照由快递寄送
“掌上办。 ”“一网通办。 ”“不见面审
批。”……如今，办事新风吹遍长沙各地。仅
岳麓区，过去4个月，每个工作日至少减少
50多名群众到政务大厅排队。

“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像网购一样方
便。 ”今年，长沙市政府与腾讯公司达成战
略合作， 将全市各个审批服务系统数据对
接共享在“一张网”上。

我和祖国
共成长
9月2日上午，长沙市开福
区浏阳河小学， 学生们吟诵论
语《学而》。 当天是长沙市中小
学开学第一天，该校举行
“
我和
祖国共成长、共同追逐中国梦”
主题活动，1200余名师生一起
升国旗，学礼仪，唱爱国歌曲，
以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共同展
望奋进的新学期。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李科 摄影报道

“好干部”干出“高质量”
常德强化领导干部
日常监督
1至7月问责299人
湖 南 日 报9月2日 讯 (见 习 记 者 李 杰 通 讯 员 罗 雷
肖 高 贵 )记者今天从常德市纪委监委获悉，今年1至7月，

该市纪检监察机关问责领导干部299人， 其中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187人、组织处理112人，涉及县处级干部18人、
乡科级及以下干部281人。
从领域分布来看， 食品药品安全监督领域问责6人，生
态环境保护监督领域问责8人，其他领域267人。因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责16人，因工作失职问责120人，因安全生
产监管不力问责13人，其他情形问责150人。
今年来， 常德市纪委监委不断加强领导干部日常监
督，建立“5+2”监督创新体系，即重点抓好政治生态评估
体系建设、完善党内监督报告制度、做深做实谈心谈话、推
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 推进纪检监察重心下移5项工
作，试点做好智慧监督平台、优化监督环境2项工作，实现
日常监督常态化、近距离、全天候。此外，积极推进领导干
部廉政档案建设， 不定期梳理研判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遵
纪守法等情况，让廉政档案成为领导干部的“体检报告”，
对涉嫌违纪违规的领导干部实行“一票否决”，防止“带病
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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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荨（紧接1版）园区65名市管干部中，
先后有35人被提拔重用或交流调整，
调整面达54%。其中，有9位勇于担当
作为、工作实绩突出的“能人”得到提
拔重用。此举有效提升了园区班子战
斗力， 更激活了园区发展的一池春
水。
金霞经济开发区作为我省开放
型经济的“桥头堡”，5位专职班子成
员调整了4位。 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李国军就是被提拔重用的9位“能人”
之一，2018年7月，“懂招商”“能力强”
“敢担当” 的他走上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岗位，新与他搭班子的是“80后”的
党外干部康镇麟。通过这次调整， 金
霞经济开发区班子成员专业能力更
强，年龄结构更优，干部干事创业的
“精气神”更足。今年上半年，这个开
发区引进项目35个；1至7月， 园区税
收18.31亿元，同比增长25.84%。
2018年7月提拔到宁乡高新区担
任管委会主任的苏继桃，是中南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的博士。他充分
发挥专业优势，紧盯先进装备和先进
储能材料招大引强，今年园区共签约
项目32个，合同引资315.2亿元。
在激发园区内部活力的同时，长
沙充分借好外力。依托省会城市的人
力资源优势，长沙探索以“挂职锻炼”
等方式引才揽才。
2017年11月和2018年4月，长沙
市分两批从全市各级各部门选派110
名年富力强、专业对口的干部充实到
产业链，让每一条产业链上都有精兵
强将。2018年6月， 一批中南大学、湖
南大学等重点高校具有工程机械、电
子科技、 能源科学等专业背景的“80
后”博士、硕士，走进各大园区挂职。6
个月后， 湖南4所高校与湘江新区成
功“联姻”——
—湘江人工智能学院正
式成立，这就是挂职的中南大学副教
授谢斌努力的成果。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要素。为提升
干部干事创业的本领，近5年来，长沙
市本级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围绕高
质量发展举行培训班130多个， 参训
领导干部6500多人次，有效弥补了知
识弱项、 能力短板和经验盲区。2018
年，全市各级各部门共组织干部集中
轮训545期， 参训干部5.3万余人次。
为保证人才梯队的有力接续，长沙市

每3年开展一次优秀年轻后备干部选
拔 储 备 ，2018 年 建 立 了 中 长 期 培 养
“大名单”、近5年可用“中名单”和近
期可用“小名单”。去年，45岁以下年
轻干部占提拔干部总数的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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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黄智朋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长沙力推“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纪实
——
办理环节减少71.2%， 办事材料减少40%，
办 理 时 间 减 少 53.7% ， 跑 动 次 数 减 少
73.5%。
对此， 开福区个体经营户李兰深有体
会。 开超市，涉及营业执照、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等7个事项，以前至少要跑7趟。“现
在，我到就近的市场监管局或市场监管所，
一次就办好了。 ”
8月以来， 长沙实施跨部门、 涉照类
“一件事一次办” 改革， 办理提速4.6倍。
2000多名经营者不再跑多个部门、 窗口，
而是直接到市场监管局“一件事一次办”综
合窗口递材料、拿证照，享受改革“加速度”
带来的便捷。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数牛

“最多跑一次”再提速
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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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各园区优势产业的蓬勃发展。
长沙经开区的汽车产业链、高新
区的移动互联网产业链、雨花经开区
的机器人产业链……各园区有主有
次、权责分明，不仅有效避免了你争
我抢“一窝蜂”上项目，更为长沙多层
次、多业态百花齐放打下坚实的产业
基础。

考出“真干劲”

干出“精气神”

—考少考精考重点
——
,狠
抓工作落实

—想为敢为乐于为
——
,干
部奋勇争先

“不在工地车间，就在招商引资
的考察路上。” 这是大家对望城经开
区党工委书记周剀的评价。 在去年8
月提拔到望城之前，周剀扎根浏阳园
区17年，特别是2014年担任浏阳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后，3年内引进项目162
个、引资350亿元，其个人和园区均在
多次考核中名列前茅。
从2007年开始，长沙就在全市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实施绩效考核，
考核结果直接与干部的“面子”“位
子”“票子”挂钩。坚持12年来，这套不
断完善的考核体系成为了治庸治懒
的“紧箍咒”、推动落实的“策马鞭”。
市绩效办同志坦言，有些地方的
绩效考核出现过贪大求全的现象，
“多头考核”“碎片考核” 等问题往往
导致考核导向虚化、 中心工作弱化。
长沙则始终坚持“考人考事相结合”
“考少考精考重点”，做到“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什么、人民群众期盼向往
什么”,绩效考核就“考什么”，既注重
“显绩”，又注重“潜绩”。
在近5年的考核中，长沙共有131
名被评为优秀等次的班子成员得到
提拔重用，41名被评定为基本称职及
以下等次的班子成员未能进入干部
动议视野。干部有压力，工作有动力，
在全省绩效评估考核中，长沙已经实
现优秀等次“八连冠”。
为充分激活园区发展动力，长沙
在 产 业 考 核 上 下 真 功 夫 。2014 年 开
始，长沙对园区单列考核，对5个国家
级园区、8个省级园区分别有考核办
法和内容。2017年更是创新方法，将
全市22条产业链与园区主业“绑定”
考核，对引进的符合园区“主业”的产
业项目加分不设上限，对引进不符合
园区“主业” 的项目按0.8倍系数计
分。同时，各园区考核结果直接跟区
县考核挂钩，有效推动了产业项目建

雨花区黎托街道地处城乡接合
部，征拆任务重，社会矛盾复杂。党工
委书记王润虎勤勉务实、 雷厉风行，
在积极推动城市化进程中广获好评，
去年被区委推荐为全市“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干部建议人选。可美中不
足的是，2017年街道辖区内发生一起
火灾，王润虎因负有领导责任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
这样的“有错”干部能不能被树
为典型？长沙市委给予的答案是肯定
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
区分开来”，2017年1月， 长沙市委率
先出台《关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
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的若干意
见》， 并明确了对干部容错免责的10
种具体情形。这个简称为“两为”的文
件，释放了长沙支持改革者、鼓励创
新者、宽容失误者、保护干事者的强
烈信号。
今年8月， 长沙以市纪委通报的
形式为“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欧益科
在办理湖南天誉诈骗案中与犯罪嫌
疑人存在利益输送”“浏阳市荷花街
道党工委书记刘守德敲诈勒索企业”
等不实举报消除影响、澄清正名。
2017年以来，长沙市各级党组织
为200多名党员干部澄清了不实信访
举报， 这极大地鼓舞了干部队伍士
气， 激发了大家敢为有为的工作热
情。
在有力保护干事者的同时，长沙
严肃处理不敢担当、 不愿作为的干
部。近年来，先后有152名市管干部因
“不在状态” 被问责，28名不愿负责、
不敢碰硬的干部被果断调离或免职。
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
重， 营造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全
市各级干部鼓足“精气神”，为产业项
目建设建功， 为高质量发展出力，想
为、敢为、乐为蔚然成风。

“张书记，道山头村去年养黄牛扶贫项目，至今
还没落实报账，莫不是扶贫资金趴窝了？ ”近日，听
到镇扶贫专干陈志勇反映，桃源县观音寺镇纪委书
记张彪紧皱眉头，想尽快弄个明白。
去年， 道山头村获得黄牛养殖扶贫补贴项目。
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养殖高山黄牛，每头给予1200
元补贴，全村补贴50头，共计6万元。 但该村先后几
次调整贫困户养黄牛表册，致使项目补贴一直未报
账，县扶贫办也催了多次。
为弄清原因，张彪决定拿着村里最新上报的表
册，去村里走一趟，现场数牛，核实情况。 出发前，他
通知镇畜牧站工作人员姚卫平：“你是搞畜牧的，又
是道山头村的人，熟悉情况，你带路，我们一家家去
核实，不要通知村干部。 ”
“我家里只养了2头”“我家有6头”“我和我父亲
不同户，我养了，他没养”……顶着烈日，张彪花了
一上午， 走访道山头村上报的13户养牛贫困户，果
然发现了一些问题。
“敬支书，你们村黄牛养殖扶贫项目到底怎么
回事？ 有些户黄牛数和上报的对不上，个别养殖户
还不是贫困户。 表册多次调整，难道几头牛还数不
清？ ”来到村部，张彪向村党支部书记敬少清连续发
问。
“这确实是我们失职，没有上门核实具体情况。
另外，我也是出于村里稳定的考虑，想尽量把村里
那些养黄牛的农户全部搞上去，省得到时候有些养
了牛的非贫困户没得到补贴又到处告状，所以这个
表册改了几次，我是想搞平衡……”敬少清道出了
实情。
“这样干怎么行！ 扶贫项目要严格按照国家政
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绝不允许打擦边球。
扶贫资金必须‘专人专款专用’，这是一条不可逾越
的红线。 你们的情况已涉嫌套取扶贫资金，并导致
扶贫资金趴窝。 作为村支书，你负有主要责任。 ” 张
彪神情严肃地说。
最终， 镇纪委对敬少清进行了警示谈话和教
育。 由于在规定时间里没有报账，道山头村黄牛养
殖扶贫项目也被退回。 项目退回后，镇扶贫办将进
一步查清该村贫困户黄牛养殖底子，按照上级部门
规定，再积极争取该项目，最大限度保障贫困户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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