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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田
育才 通讯员 朱钊明）“办证方便了，
程序简化了，且只要跑一次。 ”9月25
日，在慈利县政务服务中心，刚办完
超市申报手续的贺照华感慨地说。
据了解， 慈利县通过进一步简化办
事流程、缩短办事时间、减少办事部
门，目前已有92%以上的行政审批事
项实现“只跑一次”。

去年以来， 慈利县全力推进11

类50大项改革。 在经济领域，重点推
进税收征管改革， 着力实施“一厅通
办”“一网办税”及信息化建设。推进商
事制度登记改革，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办结时限由法定的10天缩减
至3天。 推进旅游综合改革，成立全省
第一个县级公安机关旅游警察大队，
建立旅游速裁巡回法庭， 维护旅游市
场环境。依托“互联网+”，拓展15条精
品户外旅游线路，被评为“最美休闲

度假旅游名县”。大力简政放权，向乡
镇、村（社区）下放便民服务事项62
项，339项审批事项全部进驻县政务
服务大厅，427个村（社区）便民服务
代办点全部挂牌。

同时， 慈利县积极推进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改革， 建立了全省
首个县级公共文化云平台。 大力探
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挂牌成
立张家界市首家农宅合作社。 实施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开发“惠民供
销”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成为全国深
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先进县、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慈利县委书记邱初开介绍， 全面
改革释放了发展新动能， 推动经济高
质量稳健发展。 今年1至8月，全县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7%，规模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7.8%， 实现旅游总收入
27.97亿元、同比增长20.1%。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杨玉菡 宋
铁山）9月下旬， 以安化县田庄乡茶酉
村为中心的黑茶主题特色小镇建设全
面铺开，“天下黑茶”演艺中心等8个在
建项目拔节生长。 该项目从2017年开
工至今，已完成投资逾24亿元，预计至
2022年总投资将达100亿元。

近年来， 益阳市全力推进项目建
设，让好项目引得进落得下留得住。 据
统计，去年，该市省“5个100”重大项目、
市“6个10”重大项目完成投资分别为
年计划的142.7%、128.9%。今年1至8月，

这两类重大项目完成投资分别为年计
划的74.6%、75.8%，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10.1%，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益阳市大力对接益阳商会、 在外
创业益阳人，注重节会招商。 去年第二
届“汇智聚力·建设益阳”恳谈会签约
项目67个、合同引资326.1亿元；今年湖
南-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签
约项目43个、 合同引资305.9亿元；今
年新型智慧城市（益阳）峰会签约项目
22个、合同引资73.2亿元。

同时， 益阳市深化“放管服”改

革， 向园区下放119项经济管理权
限，开展“促项目进度、促企业开工”
系列活动。 在扫黑除恶中重点整治
强揽工程项目、聚众串联无理取闹、
干扰工程建设秩序行为。 同时，益阳
海关揭牌，龙桥公共保税仓、出口监
管仓正式运行，为发展外向型
经济创造了条件。

益阳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三一工程
机械扩改、国联水产小龙虾产
业基地等项目的引进，提升了

装备制造、 食品加工等主导产业；芙
蓉云大数据中心、 软通数字等项目
的推进，强化了数字经济引擎；天意
木国、云梦方舟等项目的竣工，丰富
了文旅产业内涵。 今年1至8月，全市
新增规模工业企业26家。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刘媛 明洙

10月7日，重阳节，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大堡子镇岩寨村举办“百叟宴”
敬老活动。 156名70岁以上老年人沐
浴在秋日暖阳下，一边欣赏歌舞小品，
一边品尝“百叟宴”，好不惬意。

“百叟宴”是岩寨村的盛事。 老
哥们老姐妹凑到一起，有说有笑。村
干部们拿出一件件新衣服发给老
人，年轻人帮老人穿上。在外的一些
游子也回来了，向老人们热情问候。

临近中午， 一盆盆香喷喷的大
锅菜端上桌来， 一盘盘热腾腾的长
寿面递到老人面前， 一台精心准备
的文艺节目热热闹闹上演。 老人们
围桌而坐，边谈边吃，其乐融融。

“祝老人们越活越健康，越活越

年轻！ ” 晚辈的祝福被高音喇叭放
大，响彻山村。

“旧中国，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种
田要交租；现在，大家住楼房开小车，
种田拿补贴。 这要感谢谁？ 感谢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 ”老人中年纪最大的
蒋辉成今年97岁， 他激动地对大家
说，“幸福不忘共产党！ ”

“如今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
节高。 ”今年95岁的刘先桃，儿子因
病死亡， 孙子龙才勇患有轻度抑郁
症。在驻村帮扶工作队帮助下，刘先
桃入股温氏养猪，每年有分红，家里
脱了贫。尽管腿脚不太好，刘先桃却
还是早早来到现场。

岩寨村党支部书记龙志文介
绍，孝老爱亲是村里的优良传统。从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重阳节，村
里都会为老人们庆祝节日。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鄢新云) 记者今天从常
德市科技局获悉，该市近日公布了首
批5家科普基地， 它们是常德少年儿
童科学素养普及基地、桃源沅水国家
湿地公园科普基地、澧县彭山景区自
然科普基地、安乡县书院洲国家湿地
公园科普基地、林伯渠故居科普基地。

近年来， 常德市为促进科普基

地建设与发展， 制定了市级科普基
地认定办法。 这次公布的首批科普
基地， 是经单位申报、 有关部门推
荐、专家评审与现场考察、公示等环
节最终确定的。 这些基地将在普及
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
思想、 弘扬科学精神等方面发挥示
范作用，为提升当地群众科学素质、
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作出贡献。

临澧：
机械化助力
“智慧农业”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通讯员
李显鸿 胡庭飞 记者 肖洋桂)10月
5日， 常德市临澧县烽火乡迎来一
批特别的客人， 沈昌健和其他5位
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在该乡举行的
临澧县“智慧农业”万亩油菜机耕
机播大型现场观摩活动。 代表们一
致认为农民要增收，推行“智慧农
业”势在必行。

这次活动由湖南省福健生态
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南省
湘数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
办。 福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沈昌健是临澧县四新
岗镇农民，30多年来与其父亲致
力于油菜研究。 2007年，他带着2
株巨型油菜勇闯武汉举办的国际
油菜大会，反响热烈。 2016年，研
发的杂交油菜种子搭载神舟飞船
在太空孕育。 去年，沈昌健当选为
全国人大代表， 倾力打造万亩油
菜产业园，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助力。

今年， 沈昌健在临澧县四新
岗镇、烽火乡、修梅镇、新安镇等
打造万亩富硒双低油菜高产示范
基地， 与科技公司展开“智慧农
业”合作，实现机械播种和施肥实
时联网， 引领广大农民开展油菜
秋冬播机械化生产， 探索由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的新途径。

让好项目引得进落得下留得住

1至8月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7%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益阳

改革释放发展新动能慈利

“幸福不忘共产党”
———靖州岩寨村“百叟宴”敬老活动侧记

常德公布首批市级科普基地

有机蔬菜
促增收
10月8日，蓝山

县塔峰镇岩口村永
州神浓有机农牧科
研有限公司蔬菜基
地，菜农在种植有机
蔬菜。 近年，该村采
取“公司+基地+农
户”模式，发展有机
蔬菜600余亩，年产
有机蔬菜150多吨，
销往粤港澳大湾区，
有效促进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杨雄春 摄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罗毅
通讯员 陈健林）连日来，江永县委、县
政府利用国庆假期外出党员回乡的
机会， 组织4个宣讲小分队深入全县
瑶族乡， 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7
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将党中央的民族团结
精神贯彻落实到瑶乡每一个角落。

10月6日， 江永县县长唐德荣率
领宣讲小分队，来到该县源口瑶族乡
七工岭、小河边等村。 唐德荣说，有幸
参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并
接受表彰，并参加国庆观礼，见证祖国
繁荣富强，内心无比激动与振奋。

江永县地处湖南省西南边陲，
辖5镇4个瑶族乡， 瑶族人口占总人
口的63.2%。 近年来，该县紧紧围绕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主
题，深入开展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等

宣传教育，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
聚焦产业发展， 夯实民族团结硬实
力，建成优质果蔬基地38.2万亩，出
口基地18个， 全县已完成“三品一
标”产品认证23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认证数居全省前列。以打造“全省乡
村振兴样板县”为目标，该县全力推
进夏层铺镇、 兰溪瑶族乡连片10个
村的乡村振兴试点建设； 推进全县
村寨亮化工程，完成村寨规划55个、
完成村寨全面亮化102个、启动建设
美丽乡村示范村30个。

2017年以来， 该县资助少数民
族建档立卡贫困学生5300余人次，
实施薄弱学校改造工程项目18所，
建成民族乡少年宫6个。 2017年，江
永县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47个贫
困民族村出列。2018年，江永县成功
创建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唐曦

10月8日，寒露节，秋意渐浓。
耒阳市东湖圩镇汤泉村里分外

热闹， 来自该市30个乡镇 (街道)的
500余名干部群众聚在这里，采摘油
茶“寒露果”，举行乡趣运动会。

漫山遍野的油茶林里， 油茶果挂
满枝头。 参加乡趣运动会的选手们跑
上山坡摘茶果，个个满载而归。还有精
心设计的挑茶果接力赛、 茶果运输比
拼等趣味竞赛，无不是油茶唱“主角”。

汤泉村过去是耒阳市煤炭主产
区之一，“黑色经济” 一度对环境造
成了破坏。 经过近10年转型发展，村
里山上种满了油茶树， 成了远近闻

名的“油茶村”。
“这个月，全国油茶产业创新发

展大会将在耒阳召开， 我们村是大
会参观点之一。 ”汤泉村党支部书记
刘贱文介绍， 他们还利用村里的温
泉资源，以“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打造神农汤泉油茶庄园， 融合发展
油茶种植、林下经济、茶果加工、油
茶旅游产业。 目前，村里在油茶庄园
入股的贫困户有6户14人，还安排了
一批贫困劳动力就业。

近年来，耒阳市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抢抓国
家鼓励支持油茶产业发展的机遇，
努力打造“中国油茶第一强县”。 目
前， 该市油茶种植面积达118万亩，
居全国各县(市)之首。

江永：推动民族团结“花开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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