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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吴登平）“上午递交申请资
料，下午就领到营业执照、一套印章和发
票， 现在办事真是又快又好。”11月12
日， 平江县一家建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张建龙对该县办证提速称赞不已。

据了解， 平江县大力推进商事制度
改革，持续深化“多证合一”改革，全面推
行全程电子化、简易注销等改革，营造宽
松便捷的准入环境。目前，全县各类市场

主体突破4.6万户，今年新增注册资本51
亿元，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 平江县全面推行“多证合
一”改革，落实企业“多证合一、一照一
码”和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登记制度
改革， 已对8489户企业和13438户个体
工商户核（换）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营业执照，将19项涉企证照事项进一
步整合，实现“二十四证合一”。为降低市
场准入制度性成本， 实行企业开办全流

程“一件事、一天办结、零成本”的“110”改
革。将企业开办必备环节精简为企业登记、
印章刻制、发票申领，开办时间从5个工作
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

同时，平江县鼓励、引导企业办理全程
实行电子化登记，提高登记效率。全县全程
电子化申请登记的市场主体已有1588户，
“一次都不用跑”即完成开办登记。还推行
工商登记“局所联动”“同城通办”，让市场
主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工商登记便民服

务。“局所联动”已办理企业登记365户，“同
城通办”已办理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1145
户，每件业务办理时间平均节省半天。

为完善企业退市机制，平江县不断提升
注销登记便利化水平，对未开业企业、无债
权债务企业，实行简易注销登记改革。采用
网上免费公告、压缩公告时间、简化申请材
料、拓展适用范围等方式，不断优化企业注
销流程。目前，全县836户企业通过简易注销
退出市场，为企业节省费用60余万元。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尹旦警 胡建祥） 石板小路蜿蜒
前伸，旁边溪流潺潺，屋舍掩映在绿树红
花中， 不远处白鹭从洣水上空掠过……
11月6日， 记者走进茶陵县洣水河畔的
一个村子， 一幅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映
入眼帘。当地干部群众说，市里对影响村
容村貌的“四类房”（违建房、危旧房、空
心房、偏杂房）进行专项整治，带来乡村
旧貌换新颜。

据了解，今年2月，茶陵县启动“四类

房”摸底工作，对各乡镇（街道）上报的整
治对象进行逐户核查。通过县、乡、村三
级“地毯式”排查，最终确定全县“四类
房”整治对象26583户，共63831间（厢）、
占地326万余平方米。

为有序推进“四类房”专项整治攻坚
行动，茶陵县采取“自愿拆除为主，强制
拆除为辅，拆除适当奖励”的方式，细化
补助政策，防止简单化和“一刀切”。县里
成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街道）、
村组为整治工作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

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各司其职。6月初，严
塘镇猷竹村对全村“四类房”整治任务做了
分解，每个村干部包干3个组，每名党员结
对多名涉及“四类房”整治的农户，负责做
好上门宣传、政策解答、督促拆除等工作，
短短1个月拆除“四类房”近300间（厢）。目
前，全县已整治“四类房”36557间（厢），涉
及16222户， 清理出土地278万余平方米，
分别占总任务的57%、61%、85%。

茶陵县还将“四类房”整治与创建美丽
乡村、最美庭院等结合起来，发动群众在房

前屋后栽植绿化苗木，美化环境。在严塘镇
湾里村，建了小花园、小广场、休闲凉亭、林
间小道等多处精巧的小景点，它们都是“四
类房”拆除后改建的，促进了村里红色旅游
的发展。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易继
文）近日，津市市丽景豪庭开发项目因楼层清扫致尘土飞
扬，受到行政处罚。该项目经理陈某送礼“了难”被拒后，
写了一封住建部门破坏营商环境、行政乱作为的告状信，
扬言要举报。 津市市纪委监委派驻市住建局纪检监察组
得知，邀请律师参与调查，认定住建部门廉洁、阳光执法，
不存在乱作为问题，陈某这才心服口服。

据了解， 去年以来， 津市市住建局采用聘用律师参
与、派驻纪检组全程监督等多项举措，推进工程建设执法
管理， 加强工程建设领域廉洁风险防控。 该局在施工前
期，邀请施工单位、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质安、执法、法
制管理人员，律师及派驻纪检组，参加项目建设“廉政约
谈”。施工中，市纪委监委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巡查，重点打
击转包分包问题和挂靠资质施工问题， 以及关键岗位人
员是否到岗履职等。执法中，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参加案件审理，对“该不该处罚”和“处罚多少”、是否公平
等问题进行监督。

今年以来， 津市市纪委监委派驻住建局纪检监察组
参加开工廉政约谈26次、联合巡查6次、案审会13次，监督
处理违法建设行为21起。

竹木加工
增收增效
11月12日， 怀化市恒裕

竹木开发有限公司，工人在打
捆竹片。该公司依托当地丰富
的南竹资源，发展竹木加工产
业，并通过建立扶贫车间、帮
助贫困户进行低产南竹林改
造、 对贫困户丰产后的南竹
实行保护价收购等措施，让
1293名贫困人口直接受益。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许鑫烽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
雨航）记者近日从永州市冷水滩区纪委监委获悉，该区
治超办主任雷某等9人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警
告处分。此举在广大干部职工中产生强烈反响，大家认
为，平时工作中不能做不讲原则的“老好人”。

9月28日，冷水滩区纪委监委接到上级移交线索，反映
永州市荣耀砂石有限公司黄阳司红砖厂码头存在运输车
辆超限超载问题，立即展开专项调查。调查发现，仅9月27
日、28日，该码头运输车辆265台次，有信息记载车辆超限
超载率约90%。一段时间以来，运管所和治超站工作人员
多次现场发现问题，只口头警告，没有采取相关措施。

冷水滩区纪委监委认为， 在治理运输车辆超载过
程中，区采砂办、区治超办、区公路养护中心、区运管所
等相关责任单位的工作人员，是典型的不作为。于是，
对相关单位责任人做出上述处理。

冷水滩问责9名“老好人”

津市严防工程建设领域腐败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4260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03
584
4583

4
10
126

496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1347
62367

259
1867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13日 第2019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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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930 元
01 1106 17 21 23 25 27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 月 13日

第 2019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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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 1040 825760

组选三 464 346 160544
组选六 0 173 0

9 90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李丽
华）记者日前从常德市农业农村局获悉，2019年“最美农技
员”评选结果揭晓，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
师肖宝刚等10名农技推广专家荣膺“最美农技员”。据悉，常
德市作为农业大市， 粮棉油的产量和种植面积均居全省前
列，广大农技人员为全市“三农”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为挖
掘农技人员情系“三农”、扎根农村、甘于奉献的先进典型和
先进事迹，激发农技从业人员干事创业、为民解难题的担当
和热情，常德在全省率先启动该活动。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邢骁）长沙市芙蓉区相关负
责人今天透露，该区“楼长制”工作正有条不紊推进，为驻
楼企业办实事。今年1至9月，芙蓉区98栋重点楼宇新增市
场主体734个。

为盘活楼宇经济，2017年，芙蓉区推出“楼长制”，由
县级干部担任重点楼宇“楼长”，负责及时掌握楼宇企业
生产经营状况，帮其解决发展难题。

芙蓉区委书记于新凡是我省第一高楼———长沙国金
中心的“楼长”。今年来，国金中心累计客流量达到2250余
万人次，周边市容环境秩序压力较大。为此，该区专门研
究周边片区交通组织、市容环境、错峰停车、安保维稳等
工作，对东牌楼路实施拓改，对走马楼巷、都正街、化龙池
百果园等背街小巷和周边老旧社区实施更新改造， 有效
改善了周边环境。

配合“楼长制”，芙蓉区还制定了一批经济奖励政策，
实施了一批减税降费措施，策划了“520企业服务日”等招
商推介活动，推进全区楼宇经济发展。此外，该区大力建
设楼宇服务中心（站），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楼长制’不是一阵风、一场秀，必须常抓不懈。要下好
‘楼长制’这步‘好棋’，推动楼宇经济更好发展。”于新凡说。

芙蓉区“楼长制”盘活楼宇经济

常德评选表彰“最美农技员”

各类市场主体突破4.6万户，今年新增注册资本51亿元

已整治36557间（厢），清理出土地278万余平方米

推进商事改革释放市场活力平江

整治“四类房”改变乡村面貌茶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