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9年9月10日 星期二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9月9日讯（记者 李治）9月
5日，湖南众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人
员龙冬梅拿到了不动产抵押登记证明，
企业贷款当天就进了账。 企业相关资料
是头一天下午提交长沙县政务服务中心
的，半个小时就办完了手续。

长沙县不动产登记窗口日均受理业
务680余件。 通过18个平行受理窗口“一
窗受理”，群众只需提前准备好必要的材
料，取一次号、排一次队，一窗办结。

去年， 长沙县实施重点领域审批
“2430”工程，即将企业开办审批压缩至2
个工作日内完成、不动产登记业务4个工

作日内办结、 社会投资建设项目施工许
可30个工作日内完成。其中，不动产登记
注销、 查封等业务可即时办结， 个人抵
押、转移等业务2个工作日办结，其他一
律4个工作日内办结。个人抵押业务若群
众有加急需求，可“60分钟领证”；企业抵
押和转移业务2个工作日内办结。

今年，长沙县行政审批再提速，推进
“开户即开业”“交房即交证”“拿地即开
工”改革。

开户即开业。 在全省首推预包装食
品销售、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等6项行
政审批事项“开户即开业”，最快不到2小

时，办事群众即可领取“一照一证”。对开
便利店、开粉面馆等28项事项，推行告知
承诺制、证照联办制，实现“开户即开业”
“准入即准营”。 还在湘龙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试点， 将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窗口
前移至乡镇（街道），让他们享受到“开户
即开业”的改革红利。

交房即交证。 采取“一家牵头、多
验合一、限时办结”，推行验收阶段各
部门并联验收，优化验收备案流程。同
时，强化事中监督，将竣工验收阶段办
结时限缩减10个工作日， 并将办证阶
段时限压缩至10个工作日内。

拿地即开工。 相关企业可将“三通一
平”和临时设施建设等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提前至项目开工前办理；办理立项（备案）
手续的项目，可分阶段申报施工许可手续，
让项目建设实现不等待、不间断。 同时，出
台了工业投资项目“拿地即开工” 实施方
案，征集了2个工业项目先行试点。

� � � �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肖小平）“现在村里几乎看不到
有人打牌、闲聊，家家户户一年四季不闲
着，争着抢着种蔬菜、找销路。 ”近日，记
者来到邵阳市双清区渡头桥镇新渡村，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高标准蔬菜大棚映入
眼帘。 棚中，辣椒、茄子、丝瓜等长势喜
人，菜农在穿梭忙碌。

“光村里蔬菜基地土地流转，每年可
为村集体创收15万余元。 ”新渡村支书姚

宏伟介绍，村里通过流转村民闲置土地，
引进建利农业、雪峰农业、亿品农业3家
蔬菜种植企业，免费给村民提供种子、大
棚等，带领村民大种蔬菜，全村户均年收
入达7万余元。

渡头桥镇所辖三村一社区都毗邻邵
水河，土壤肥沃，适合发展生态农业。 村
民过去分散种植蔬菜等，产量低成本高，
收益不好。 近年来，该镇积极落实土地流
转政策， 发展规模经营， 并推广优良种

苗、高效低毒农药、生物有机肥料及水肥
一体化施肥灌溉模式等， 大力发展无公
害蔬菜等生态农业， 推动乡村振兴。 目
前，该镇已建成7个生态种植基地，种植
蔬菜4500亩， 年产各类蔬菜3500吨，年
产值达1600余万元， 吸纳周边400多人
务工，其中贫困人口160余人。

为帮助村民种好蔬菜， 渡头桥镇采取
“政府引导、企业支撑、大户带动”方式，积
极做好技术服务。 同时，提供信息服务，建

立营销网络，形成产销一条龙。当地引进的
亿品农业等企业还通过“互联网+”，线上订
货，线下开展送新鲜蔬菜上门服务。

在发展蔬菜生产的同时， 渡头桥镇
还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清理垃
圾、改水改厕，并发动村民对房前屋后空
地进行绿化。 环境美了，乡亲们心情也舒
坦了。 新渡村村民刘安林高兴地说：“种
菜鼓起了我们的腰包， 环境整治让我们
住得舒畅，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 ”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杨娟

前不久， 辰溪县潭湾镇杉林村为
村里今年考上大学的欧粤雯、欧海平、
欧海涛等3名学生，颁发助学金以资鼓
励。 村党支部书记欧建国说：“助学金
全部来自村民自发捐款成立的村爱心
基金会。 ”

去年底， 村民陈宏云等商议成立
爱心基金会，用于关爱空巢老人、留守
儿童、扶贫助学。 大家积极支持，不到
一周时间， 爱心基金就筹集了11.6万
元。

在捐款名单中， 村民欧建义的名
字特别显眼，他捐了50公斤大米。“这
是好事，当然要尽力支持。 ”欧建义去
年种了30亩优质稻， 一时没有现金的
他，捐米表心意。

爱心基金会成立后， 村里举办了
首届“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主题
晚会，请来全村70岁以上老人参加，年
轻人则为老人们端茶倒水、表演节目。

辰溪县委宣传部驻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柴泽卷介绍，杉林村属于合并村，
村里以前基础设施落后， 村民宗族观
念强，邻里矛盾纠纷多，等靠要思想比
较严重。 扶贫先扶智与志。 2015年，扶

贫工作队进村，在村里开设乡贤讲堂，
发挥老党员、老教师、道德模范等乡贤
的示范引领作用。 征集提炼欧氏家训，
制成牌匾挂进村民家中，发挥家训、村
规民约的教化作用。 近几年，杉林村大
力发展产业，实现整村脱贫摘帽，村集
体经济也从零起步，年收入达到了6万
元。

同时，组织开展“五美家庭”评选，
让村民自己评出在产业发展、 尊老爱
幼、 清洁卫生等5个方面的先进典型，
激发村民向上向善的力量。

新风吹来面貌新。 如今，村里邻里
纠纷少了，大家孝老爱亲，和睦相处。

中秋节、重阳节就要到了，村里有
200多名老人。 近段时间，大家在筹划
如何让老人们快乐过节， 感受新时代
大家庭的温暖。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阮涛 李丽华

“作为长辈和村干部，我送你三句
话： 要感恩国家， 将来成才后报效国
家；要体会到父母不容易，听话尽孝；
要知根知本，不管身在何处，你的根永
远在这里！ ”9月3日，郴州市北湖区安
和街道大树下村村委会主任王建安，
动情地对即将上大学的学生王向东
说。 据了解，大树下村自2013年开始，
成立“圆梦助学基金”，已资助20多名
学生。

2012年， 村里的王艺考上湖南师
大，当时她家里很困难，王艺准备辍学
出去打工。 村里知道情况后，联合驻村
工作队和街道办事处发动募捐， 帮王
艺筹集了1万余元学费，圆了她的大学
梦。

受这事启发， 为更好地引导本村
学生形成爱学、 善学、 好学的风气，
2013年，村支两委开会，决定从村里拿
出部分资金，成立“圆梦助学基金”。 当
时定的标准是，考上本科资助2000元、
专科1000元；对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
采取社会募捐的方式，另行资助。

有了“圆梦助学基金”，村里学生
学习风气日益好转，逃课玩耍的少了，
认真学习的多了， 考上大学的也一年
比一年多。

“以前我们村几年难出一个大学
生，有了助学基金后，村里年年出大学
生。 今年高考，有6个学生考上了大学，
王向东以高出一本最低录取分数线70
多分的成绩考上了东北大学。 ”王建安
说，已毕业走入社会的7个学生也很不
错， 其中1人在北京会计师事务所工
作，1人在上海外企工作，2人在武汉医
疗系统工作，3人从事教育工作。

据悉， 大树下村不仅给学生经济
资助， 还经常请专家到村里作专题讲
座，讲授“学习改变人生”等，受到大家
欢迎。

雨花区启动购物消费节
湖南日报9月9日讯（欧阳倩）9月6日，

长沙市雨花区第十二届“福满星城”购物
消费节启动。 消费节为期两个月，将为消
费者送出70万元红包。 市民打开支付宝
APP惠支付，点击雨花区“福满星城”，可
领取通程、友阿、苏宁易购、屈臣氏等商家
的满减、折扣红包。

这届节会的一大亮点是主题行业推
出优惠活动。 10月国庆长假后，将举办3个
行业特色活动周，分别为“百货周”“商超、
生鲜周”“母婴、 电商周”。 为促进消费升
级，增强消费活力，雨花区已连续12年举
办购物消费节。

永州再次提高
城乡低保标准

湖南日报9月9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唐楚华 黄玲玲）记者今天从永州市政府
获悉，永州市再次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这次提高城乡低保标准从7月1日起
实行。 全市城市低保指导标准，由不低于
440元/月提高到不低于500元/月；农村低
保指导标准， 由不低于3480元/年提高到
不低于3700元/年； 城乡低保月人均救助
水平，分别由不低于330元、195元，提高到
不低于340元、200元。

岳阳三位人大代表
联袂助学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梁军 郭雨滴）8日上午，湘阴县东
塘镇举行庆祝第35个教师节暨乡贤爱心
助学仪式。

乡贤爱心助学活动发起人———湖南日
报记者徐亚平、岳阳兴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为亮、岳阳市艳阳天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谭艳平，都是岳阳市人大代表，他们联袂
在湘阴县东塘镇奖励优秀教育工作者及学
生，为贫困学生捐款，共设优秀校长奖、优秀
教师奖、品学兼优学生奖等6个，共计奖励54
人。 镇党委书记刘界雄介绍，近5年来，镇党
委、政府联合乡贤开展捐资助学工作，表彰
优秀师生、帮助贫困学生70余人，颁发各类
助学资金近50万元。

2019翼装飞行
世锦赛落幕

美国、澳大利亚选手分获穿靶赛
与竞速赛冠军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丁云娟）8日，在
张家界举行的2019翼装飞行世锦赛落下帷幕。 该项赛事分为
穿靶赛和竞速赛，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翼装飞行运动员参加。

穿靶赛起跳台位于张家界天门山天门洞右侧玉壶峰
绝壁上，起跳点和降落点垂直落差达990米，极具挑战性和
观赏性。 靶标架设在山隙间，距天门洞广场地面高度仅15
米，靶环最小直径9厘米、最大直径90厘米，从跳台望去整
个靶标只有一枚邮票大小。

比赛开始， 选手们依次从海拔1400多米的玉壶峰玻
璃跳台上起跳， 以超过180公里的时速紧贴着崖壁向下快
速俯冲，在飞行近300米后调整身体姿态，右转水平极速
向靶标冲击。 比赛中，由于山上天气变化快，不时起风，靶
标也会随时晃动，不少选手在比赛中脱靶。 紧张刺激的比
赛，令现场游客激动不已。

经两轮比拼， 美国选手布兰登·麦克塞尔获得穿靶赛
冠军，南非选手让·雅克·沃利斯、美国选手詹姆士·亚鲁分
获第二、三名。

在6日结束的竞速赛上， 以预赛第一进入决赛的上届
冠军澳大利亚人伯恩斯在决赛中继续发挥出色，决赛两跳
都在25秒以内，最终获得第一，蝉联冠军。中国选手张树鹏
获得第四名。

竞速赛选手需从天门山玉壶峰玻璃跳台起跳，沿峡谷
走向贴近山体飞行， 以横亘在峡谷中的索道索缆为终点
线，线路全长约1.1公里，用时最短者获得冠军。

打造“不夜天心”
我省首个“夜间经济服务中心”运行

湖南日报9月9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罗晓君 董
劲）9月7日晚，坐落在长沙市黄兴广场的我省首个“夜间经
济服务中心”———天心区夜间经济服务中心， 正式启动运
行。该中心每天安排专人值班，在晚上8时至次日凌晨2时，
为市民、游客和商家提供服务，为长沙“夜经济”保驾护航，
打造“不夜天心”品牌。

记者在现场看到，天心区夜间经济服务中心占地10余
平方米，有1名“夜间管家”值守，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便民药
品、雨伞、信息咨询等服务。 同时，由城管、市场监管、应急
等职能部门及街道抽调人员组成工作小组， 开展驻点办
公、巡查办公。 区企业服务中心企业服务和招商引资热线

“85812345”在白天“下班”后，变为“夜间经济”公共服务
热线，及时协调处理各类问题。

“我们还将在治安防范、交通疏导、引导停车、完善公
共通信设施、策划夜经济消费活动等方面发力，打造最安
全、最方便、最温暖、最时尚的夜间消费环境，推动天心区
成为中部城市夜间经济先行区、示范区、引领区。 ”天心区
委副书记朱远红表示。

长沙县行政审批再提速
“开户即开业”“交房即交证”“拿地即开工”

建成7个生态种植基地，种植蔬菜4500亩，年产值1600余万元
渡头桥大种蔬菜兴乡村

新闻集装

白天下地 晚上上台
桃花源景区农民实现旅游脱贫
湖南日报9月9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梁婷婷）9

月6日下午3时许，走出稻田洗净腿上泥巴，桃花源旅游管
理区桃花源镇清江铺村村民刘明祥先去把他养的35只羊
喂饱，再回家梳妆打扮一番，准备参加晚上的《桃花源记》
实景演出。

刘明祥今年53岁，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留下残疾。他
一家三口靠养羊和种田维持生计， 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
户。 3年前，桃花源景区打造大型溪流漫游实景演出《桃花
源记》，以桃花源人渔樵耕读的原始劳动生活为主要元素，
还原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景象。刘明祥和他养的羊群被
节目组相中，当上了群众演员，有了一份新的工作。刘明祥
和儿子赶着羊群参加演出，每晚有140多元收入，每年演
出收入有3万多元。 刘明祥家脱了贫，新房也即将竣工。

据了解，近年来，常德市桃花源旅游管理区以旅游项
目带动就业，参加旅游扶贫。仅《桃花源记》实景演出，就为
当地群众创造近400个就业岗位。 3年来，先后有1200多人
参与演出运营，有100余户贫困户通过参演或向剧组提供
其他服务等，实现稳定脱贫。

已资助学生20多名———

山村教育基金“开花结果”

村民自发成立爱心基金会，孝老、扶幼、助学———

新风吹进杉林村

集中建房 构筑农村新图景
9月8日，岳阳汨罗市汨罗镇武夷山村，280余栋农民新居整齐排列。 2015年来，该村在村集体土地上按照统一规划、统一

设计、统一配套建设、统一景观式样、统一外墙装饰、统一施工管理的原则，集中安置建房，让百姓“住有所居”“居有所乐”，构
筑了一幅村庄秀美、百业兴旺、百姓富裕、乡风文明的农村新图景。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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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48 1040 881920

组选三 0 3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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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家企业入驻
桃江新经济产业园
湖南日报9月9日讯 （记者 杨军 通

讯员 殷韵妤）9月6日，广东广州金月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的代表与桃江县
域新经济总部基地签约，入驻桃江新经济
产业园。至此，签约入园企业已达36家。

去年5月，桃江县在益阳市率先发展总部
经济，启动新经济产业园（新经济总部基地）
建设，秉承“引进来、推出去、共发展”理念，主
要吸引优秀乡友企业家返乡兴业。该园分4期
开发建设，建设集企业办公、商务会议、研发设
计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总部基地。目前，已完成
招商中心、 众创办公空间建设及临街企业总
部主体工程，引进乡友企业8家、资金6.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