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 （记
者 唐曦 通讯员 刘慧云）11月
8日，全省首条消防宣传主题街
在衡阳建成开放， 它的建成为
衡阳消防教育增添了新阵地。
该主题街位于衡阳市石鼓区人
民路与蒸阳南路交汇处， 是衡
阳老城区之一，人流密集。主题

街设置了通俗易懂的消防安全
宣传栏、显眼醒目的长廊标语、
生动形象的消防员雕塑、 功能
齐全的应急救援服务站以及具
有消防特色的主题餐厅等。整
条主题街具有鲜明的消防主题
特色， 可使广大市民在休闲娱
乐中，了解消防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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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肖文博）11月4日，在地处雪峰山
深处的洞口县大屋瑶族乡，25岁的返乡
大学毕业生潘传善正带领乡亲们加工辣
椒酱。今年，潘传善创立品牌“瑶味坊”，
成功进入电商平台， 辣椒酱销售额可达
40余万元。

据了解，为推动脱贫攻坚，洞口县引
导规范食品生产与加工， 并帮助办理相

关许可证，着力打通“山货出山”最后一
公里。今年，该县帮助广大农户将雪峰蜜
橘、腊肉、辣酱、干笋等农产品进入市场，
1至10月， 全县农产品销售总额达到
136.16亿元。其中，雪峰蜜橘和古楼雪峰
云雾茶搭上电商销售快车， 实现销售收
入32亿元。

发展特色产业， 使特色农副产品有
市场，是乡亲们实现增收、摆脱贫困的好

渠道。但长期以来，因为难以获得生产许
可，在食品安全方面把控困难，洞口县特
色农副产品销售受阻。 如何让特色农副
产品顺利进入市场，激发脱贫内生活力？
洞口县积极引导成立专业合作社， 鼓励
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协助办理发放
食品生产许可证。目前，该县共注册扶贫
专业合作社1304家， 今年来办理发放食
品生产许可18户、食品经营许可66户，进

一步激活了农村市场主体。
同时， 洞口县加强对食用农产品的抽

检工作，今年来进行了4次食品安全专项整
治，对食用农产品抽检530余批次，抽检范
围覆盖全县，合格率达98%。县里还采取措
施，鼓励企业注册商标、进行品牌建设，并
为洞口雪峰蜜橘、 洞口古楼雪峰云雾茶申
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样，让扶贫产
业更有竞争力，“山货出山”更加顺畅。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通讯员 李景
兰 张威 见习记者 张咪 ）“珊田新村门
口路面坑洼不平，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
烦请村里及有关部门修理路面。” 近日，
醴陵市长庆示范区珊田村三房组村民欧
阳思球通过“醴陵为民”群众工作微信群
反映情况。 工作群值班干部杨晓优立即
将情况向村党支部书记汇报。当天下午，
村委会组织人员对路面进行修复，经1天
施工，原来坑坑洼洼的路面平整一新。

近期，“醴陵为民”上线，打通联系服

务群众“最后一米”，群众有事可上“醴陵
为民”直接“喊话”。

今年10月，醴陵市出台建立“醴陵为
民”网上群众工作微信群实施方案，按照
“一村（社区）一群、一户一人”原则，要求
村（居）民入群率达到90%以上，并落实
“进群人员五保障”， 即除了村支两委干
部、驻村干部外，每个村群保障有1名乡
镇（街道、示范区）党政班子成员、1名纪
检干部、1名党建专干、1名辅警、1名网格
员。

“醴陵为民”每个村群还分类建立台
账，分为宣传教育、便民服务、公示公开、
信访举报、舆情管控、扶贫领域问题等，
并及时对问题进行收集、分流、处置。入
群干部按照职责和权限，第一时间受理、
回复群众提出的诉求和反映的问题。对
群众提出的问题与诉求实行限时办结，
要求急事立即办理， 一般事项在5个工
作日内办结，复杂事项在15个工作日内
办结。对重大事项、历史性遗留问题等
在权限内无法解决的事项，要做好解释

和说明工作。各类问题诉求办理结果，均
在“醴陵为民”群众工作群内公开公示。

目前，醴陵市已建立“醴陵为民”群
众工作微信群668个，实现行政村（社区）
全覆盖，已收集问题532个，解决478个。

常德启动10大
农产品品牌评选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周沫）
记者从2019常德10大农产品品牌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常德近日启动第三届10大农产品品牌评选活动。

据悉，今年的评选活动，对参评对象的标准和要求更
高。各区县市推荐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
牌，要求批量生产3年以上，有完整的产业链，有完备的质量
控制体系和完善的销售网络。粮油产品品牌要有1万亩以上
生产基地，茶叶、果蔬要有2000亩以上生产基地，畜禽年产
5000头（2万羽）以上，水产有1万亩以上水面。

常德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棉、油、畜禽、水产基地。近年
来，常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品牌建设，打造出常德
香米、石门柑橘、桃源红茶、汉寿甲鱼、津市米粉、金健米业、
精为天等一批品质优、 竞争力强的区域公用品牌和产品品
牌。100多个规模优质农产品品牌与全国知名集团、 农产品
采购商实现产销对接， 累计签订农产品产销协议177个，签
约金额211.05亿元，已履约金额133亿元。

评选结果将在12月揭晓。

岳阳经开区开办
政银合作“110”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见习记者 何梦
君 通讯员 蔡华波）近日，岳阳经开区在中
国工商银行岳阳分行巴陵支行启动政银合
作服务企业“110”（即一件事情、一天办理、
零成本）， 率先开启深化“最多跑一次”改
革、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的举措。

在工商银行巴陵支行，大家现场见证了
市民张中奎持电子营业执照在该网点成功
办理单位结算账户开户。网点工作人员在完
成电子营业执照的识别、验证、留存影像后，
直接为他办理了开户手续，完成产品发放。全
程只花了半个小时。 张中奎说：“以前到银行
办理开户，要填写一堆纸质材料，所有证件材
料缺一不可，可能要跑几次才能办好。现在，
这些麻烦事都不存在了！”

“政银合作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市场
增强活力、政府提升形象、银行拓宽客源，
实现多方共赢。”工商银行岳阳分行行长刘
超说，近年来，岳阳经开区市场监管部门与
该分行不断加强合作， 完成了双方系统直
连和电子营业执照应用系统的开发建设，
实现了电子营业执照在银行领域的应用。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 （罗徽 邓和明 颜石
敦）11月6日，嘉禾县人民政府、省农业银行郴州
分行举行“助力铸锻造产业发展暨‘湘铸贷’产品
发布会”。 农业银行嘉禾支行与郴州雄建机床铸
造有限公司等20家企业签订《企业贷款意向协议
合同》，帮助该县锻铸造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去年，嘉禾县铸件总产量100万吨，年产锻
造五金工具8500万件（套），成功创建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12家，成功申报规模工业企业24家。

今年，为扶持嘉禾铸造产业，农业银行推
出了创新产品“湘铸贷”，该产品具有成本低、
额度高、期限长、办理快、还款和担保灵活等
特点，能有效缓解嘉禾铸锻造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第一期，省农业银行计
划对嘉禾县65家铸造企业投放贷款5亿元，目
前，已向31家铸造企业投放贷款2495万元。

永州政务服务“大提速”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张穆宸

马有利）近日，蓝山县所城镇高良头村村民邓仁纯，在镇
政务服务窗口不到5分钟就办好了老年证，以前，这类证
件要到县里去办。“现在到政府部门办事，真方便。”邓仁
纯感慨地说。

永州市在“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主题教育活动中，大力
推动行政审批改革，进一步简化办事材料、办事程序，打造智
能办事平台。该市在全省率先取消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
材料、证明，并做到申请材料在各单位互认共享、多部门共性
材料无需重复提交。该市市场监管局将食品、药品、医疗器械
经营等证， 合并为一个许可证。 过去一家药店经营药品、食
品、医疗器械，要办理5个证件、提交61项材料、办结时限57个
工作日、现场检查4次。现在，最多提交12项材料，1次现场检
查，办理时限缩减至1个工作日。

今年以来， 全市各政务服务平台受理事项33.8万件，
办结33.5万件，办结率99%。简单事项即来即办、立等可
取，一般事项平均办理时限3至4个工作日，特别复杂事项
审批时间比法律规定时间提速50%以上， 群众满意率达
98.5%。

�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记者 郑旋
通讯员 彭毓妍）近日，一段时长近1分
钟的垃圾分类“说唱”在长沙市岳麓区
不少居民中间传播开来，它用民间曲调
的形式， 宣传眼下最热的垃圾分类，引
起广泛关注。

“各位居民听我讲，垃圾分类废变
宝； 环境关系你我他， 垃圾分类靠大
家。”有别于一般的环保宣传，这首“说
唱”是岳麓区长华社区草根戏曲队自编

自导的作品，唱词简单易懂、韵律十足。
今年夏天以来，长华社区掀起各种形式
多样的宣传活动， 推广垃圾分类理念。
为了响应号召，长华社区风采艺术团欢
乐腰鼓队队长姚月芝与平均年龄达65
岁的其他队员商议，自编自导一段长沙
民间曲调，融入垃圾分类理念内容。

“垃圾分类，重点在于宣传告知，让
大家自觉养成习惯，不少老年居民都表
示垃圾分类知识难懂，也记不住。”长华

社区党总支书记王爱萍介绍。
作为岳麓区5个垃圾分类精品示范

小区之一， 长华社区自今年6月全面实
施垃圾分类以来，共设置22个垃圾分类
投放点。居民在家中严格按照干湿分类
自觉分拣， 并就近投放集中点分类投
放，由点到面，先易后难，垃圾分类推进
成效显著，社区范围内垃圾桶量由原来
的145个减少至33个，每天垃圾产生量
减少近45%。

引导规范食品生产与加工

洞口：全力促“山货出山”

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醴陵：村村建工作微信群

岳麓区：居民自编自导，说唱垃圾分类

晒粉条
11月10日，

祁东县黄土铺镇
四马村雁隆食品
有限公司，村民在
晒粉条。初冬农闲
时节，该公司把当
地闲散劳动力集
中起来，加工制作
红薯粉条、各种粉
丝供应市场，帮助
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带动当地村
民脱贫致富。

曹正平 陈福亮
摄影报道

金融助力产业发展
省农业银行计划对65家

嘉禾铸造企业投放贷款5亿元

衡阳建成
首条消防宣传主题街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5

中奖注数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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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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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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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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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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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11日 第2019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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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1318661 元
06 2607 11 14 17 18 21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 月 11日

第 2019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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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 1040 15901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72 173 358456

1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