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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李先志 杨雄春）11月19日， 是蓝
山经开区一块土地挂牌出让报名截止期，
俊一、奥卡利等5家蓝山企业一天办齐了手
续， 得以成功报名。“这得感谢蓝山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 他们加班加点帮我
们审核材料。”一家企业负责人真诚地说。

知情人介绍， 蓝山高效的行政审批得
益于该县实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
点。今年来，该县发挥“全省推行相对集中
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县”的优势，不断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原来由23个政府工
作部门审批的281个行政许可事项和47个
关联事项， 划转到行政审批服务局一个部
门集中审批，实现“服务一扇门，审批一枚
章，事情一次办”。现已完成县直部门政务
服务事项梳理，共编制形成4009项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清单库事项总计836项，形成
“一张材料清单、一个流程总表、一次申请

表单”，有效减少重复提交材料30%以上。
蓝山还在县乡镇政务服务大厅设置

“一件事一次办”综合受理窗口，线上利用
“互联网+政务”一体化平台，目前事项平
均办结时限为3.5天，比承诺时限提速70%
以上。

同时，蓝山创新推行联合查勘制度，事
项办理时间缩减80%以上。如要开饭店，改
革后现场查勘由原来3次减至1次，查勘周
期由20个工作日减至1个工作日。 升级改
造“帮您办”平台，在县、乡、村实现政务服
务抢单代办服务。今年来，全县共完成“帮
您办”业务2080余件次，省首批100项“一
件事一次办”事项办结率达98.1%。

审批改革提速，带来经济发展活力。今
年来，蓝山已引进企业80多家，投资总额
近70亿元。特别是皮具、玩具产业来势喜
人，已签约70余家、落地63家，投资总额达
52亿元，促进了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一扇门 审批一枚章 事情一次办

蓝山探索相对集中
行政许可权改革

� � � �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王茜 ）
“长沙高新区的‘软硬环境’让我下定决心，
最终选择从加拿大回国创业。”今天，湖南
伟方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宝林
对记者说。目前，公司已成功挂牌新三板。
这只是长沙高新区支持境外高层次人才创
业的一个缩影。

充分的政策保障让“金凤凰” 加速汇
聚。长沙高新区设立了1亿元人才发展专项
资金、5亿元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为入区高
层次人才提供个税返还、办公厂房租赁、项
目用地、科技创新奖励、贷款贴息、企业税
收政策等全方位优惠政策；此外，高新区还

帮助入区高层次人才解决购房、子女入学、
配偶就业等困难需求。

通过政策环境的优化，人才纷至沓来。
目前，长沙高新区人才总量达18万人，其中
国家高端人才34人、湖南省“百人计划”65
人，长沙市“313计划”“3635计划”580人，
各类人才拥有总量在全省、 全市均处于领
跑地位。

人才聚，产业兴。目前，长沙高新区承
担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化重大项目100多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及技术发明奖21项，授
权专利2.5万件，专利申请、授权量均位居
全省工业园第一位。

� � � �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李
曼斯 通讯员 王慧） 昨天，2019中国（宁
乡） 新能源企业家年度峰会暨固态电池技
术高峰论坛在宁乡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干勇等60多位专家教授和企业家代表就
新材料产业发展，展开了全方面的探讨。

在主题交流中，干勇以《新材料与新能
源汽车》为题，对新材料与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最新发展趋势、国内外研究现状、未来的
技术路径和突破方向做了详细专业的解
读。与此同时，与会专家对宁乡高新区储能
材料产业链建设给予高度评价。

近年来， 宁乡高新区新材料制造产业
链不断发展壮大， 目前共有规模以上新材
料企业共计176家， 年产值30亿元以上企
业2家，税收过亿元企业2家，主要形成了绿
色建材、化工新材料、储能材料、金属粉末及
加工等四个主要企业集群。其中先进储能材
料作为长沙市22条新兴及优势产业链之一，
目前已形成“上游材料→锂电池正极、负极、
隔膜、电解液、包装辅助材料→电芯→锂电
池组装及应用→废旧电池回收再利用”的完
整产业链闭环，集聚了比亚迪、杉杉能源、邦
普循环、 多氟多等众多锂电行业龙头企业，
锂电新能源产业集聚效应已经形成。

长沙高新区人才总量达18万

宁乡先进储能材料产业链形成完整闭环

� � � � 11月20日，保靖县普戎镇牙吾村，湘西天地和黄金茶开发有限公司选育苗基地，村民在插种良种黄金茶苗。近年，该县积极
创建标准化生产茶叶基地，打造了万亩生态有机茶示范园，并建立完善了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推进产业脱贫攻坚，实现了产业
增效与茶农增收。目前，全县茶园总面积达9.3万亩，其中采摘面积6.3万亩。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宿任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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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谢凡） 湖南房地产市场依然被看好。今
天，省统计局发布消息称，1至10月，全省房地
产开发投资3576.93亿元，同比增长13.8%。

今年以来， 湖南商品房销售“遇冷”，住
宅、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均持续下

降。随着传统上“金九银十”旺季到来，住宅销
售市场呈现回暖趋势，1至10月全省住宅销售
面积同比增长0.2%，为年内首次实现正增长。

销售市场回暖激发了投资意愿。1至10
月，全省除株洲外，其余13个市州房地产开发
投资全部实现增长，其中，娄底、张家界、怀化

三市投资增速分别高达67.3%、67.0%、29.0%。
随着投资增加， 我省房地产建设情况持

续改善。1至10月全省房屋施工面积同比增长
12.0%，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6.3%，增速
比前三季度分别增加1.1个百分点、5.1个百分
点。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陈淦璋）央
行今天公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称：1年期LPR利率为4.15%，5年期以
上LPR利率为4.8%。 而上月这两项分别报价
为4.2%、4.85%。这也是LPR新机制实施以来，
5年期以上LPR利率第一次下调。

央行公告称，自10月8日起，房贷利率的
“锚”由以往的贷款基准利率，正式转换为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即18家商业银行每月
自主报价形成的一个贷款利率）。 我省首套房

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 二套房贷款
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加60个基点，具体
加点点数由银行机构根据风险状况自主确定。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此前披露的数据
显示，国庆节长假后首周（10月8日至12日）我
省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62%， 较9月
份5年期以上LPR加了77个基点， 较9月份个
人住房贷款实际执行利率高1个基点（1个基
点为0.01%），利率水平保持了基本稳定。

作为房贷报价的参考基准，5年期以上

LPR利率首次下调在房产圈引发了较大反
响， 有助于降低刚需购房群体房贷成本。不
过，业内普遍分析，不能将只有5个基点的降
幅，与楼市调控变化进行简单挂钩。目前房地
产市场比较稳定的地区， 预计年底前不会只
因为LPR下调而发生大的变化。 央行最近发
布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再次强
调，按照“因城施策”的基本原则，落实房地产
长效管理机制， 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
济的手段。

房地产销售市场有所回暖

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3.8%

5年期以上LPR利率首次下调
业内分析，不能简单理解为楼市调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