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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熊小平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刘厅）“通过区
块链信息平台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
时间从过去5个工作日，缩减至6小时以内。”
11月20日，在娄底市区块链产业园内，湖南
智慧政务区块链公司总经理王超兴致勃勃
地为观摩者讲解“政务区块链”。

近两年，娄底市委、市政府持续高位
推动，湖南首家区块链政务公司、首个区

块链产业园、首家专注区块链产业投资的
基金管理公司相继在娄底成立，区块链产
业发展初见成效。

区块链被认为是“下一代颠覆式创新
技术”。去年5月15日，娄底市区块链产业园
在万宝新区挂牌成立，为全国第9个、湖南首
个正式挂牌的区块链产业园。 该园成立后，
陆续引进湖南智慧政务、 娄底融数智合、湖
南链想科技、湖南链城私募股权基金、湖南

链城数字科技等区块链企业。随后，全国第
一张不动产区块链电子凭证、全国第一条政
务联盟链先后诞生在娄底。今年9月，杭州趣
链在娄底注册成立湖南链城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娄底区块链产业再添新军。

两年来，娄底编制区块链产业发展规
划，围绕区块链+政务服务、数字经济、民
生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等大应用方向，在
全国率先研发了政务、 不动产信息共享、

工商税务登记、国有资金竞争性存放平台
等多个区块链应用平台。其中，政务区块
链基础网络平台运行15个月来， 已产生
区块260多万个， 累计处理事务2400万
笔，是目前国内运行时间最长、数据量最
大的政务类区块链网络。

娄底区块链数字民政平台建设也在抓
紧推进，建成后将实现民政部门与劳动、财
税、工商、住建、公安、金融等信息比对，有
效解决贫困户家庭收入核实难等问题。

目前，娄底逐步将区块链技术应用拓
展到教育、就业、养老、医疗健康、商品防
伪、食品安全、社会救助等领域。下一步，
将加速开放数据资源， 开发应用场景，打
造应用高地。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陈翰飞） 瑜伽室
内舒展身体，放飞心灵；图书馆中享受阅
读，静谧悠闲；休闲区里下棋聊天，其乐融
融……11月18日下午， 在衡阳市雁峰区
白沙洲街道园林社区“理想嘉”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 居民在此乐享午后休闲时
光，不时传出爽朗笑声。

“理想嘉”负责人张宛杏介绍，“理想
嘉”内设有儿童乐园、图书室、国学馆、多

功能厅等，居民可随时来这里活动，读书
学习、休闲健身、互相交流。

在去年试点基础上，今年雁峰区全
面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
心依托“三个天天 ”讲习所 、党建活动
室、文化小广场等阵地，打造融思想引
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的基层综合平台， 宣传普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前，

全区6个乡镇（街道）全部建成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 ，34个社区和14个村均建
了实践站。

阵地建好了， 如何更好地教育和引
导群众？雁峰区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
践活动，提供贴心服务。白沙洲街道开
展“社区周周乐”“我们的节日”等活动，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党的方针
政策和创新理论；雁峰街道厉家冲社区

结合“创文创卫”工作，发动党员志愿者
和居民加入“衡阳群众”队伍，更好服务
居民； 先锋街道先锋社区倡导文明新
风，推进移风易俗……目前，全区已培
育出“雁峰好故事”“微心愿”“舍得吧”
“情暖夕阳红”“助贫6+1”“爱心书屋”
等一大批有影响、有特色的品牌，受到
群众喜爱。

“我们既注重讲好‘普通话’，将党的
声音真正传递到基层；也注重讲好‘衡阳
话’， 以接地气的方式让群众乐于接受。”
雁峰区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该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已成为群众的“精神加油
站”， 有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落地生根，助推全区文明创建
和文化振兴工作。

浏阳市第二届
廉政文化周开幕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杨访问
李惠敏）21日，随着以“王震回乡”为题材的现代花鼓戏《胡
子将军》精彩上演，浏阳市第二届廉政文化周拉开帷幕。

花鼓戏《胡子将军》围绕全国解放10年后王震将军
第一次回乡展开，通过拆彩门、访烈属、当红娘、种板栗、
放鸭子、祭英烈等6个小故事，再现王震不忘初心、不谋私
利、清正廉洁、亲民爱民的形象。演出现场，悠扬动情的唱
腔、扣人心弦的剧情，很快将观众带入戏中。

据了解，浏阳市第二届廉政文化周以“明初心、守清
廉、践忠诚”为主题，将持续至11月28日。活动期间，浏阳
市纪委监委精心组织5大主题活动， 包括启·廉———花鼓
戏《胡子将军》全市巡演，醒·廉———“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警示教育，展·廉———“初心与忠诚”廉政短视频大赛，
倡·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青年干部廉政沙龙，
守·廉———“明初心、守清廉、践忠诚”廉政故事分享会等。
通过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烹制廉政文化“大餐”，
营造崇廉拒腐、尚简戒奢、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浏阳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要以王震同志为学习楷
模，把廉洁自律体现在小事小节、一点一滴中，带头践行
简单生活、保持朴素态度、崇尚廉洁美誉，以优良党风政
风带动社风民风，在全市营造“人人促廉、处处见廉、事事
讲廉”的浓厚氛围。

抢占发展先机 持续高位推动

娄底 打造“区块链”应用高地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熊小平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刘厅）“通过区
块链信息平台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
时间从过去5个工作日，缩减至6小时以内。”
11月20日，在娄底市区块链产业园内，湖南
智慧政务区块链公司总经理王超兴致勃勃
地为观摩者讲解“政务区块链”。

近两年，娄底市委、市政府持续高位
推动，湖南首家区块链政务公司、首个区

块链产业园、首家专注区块链产业投资的
基金管理公司相继在娄底成立，区块链产
业发展初见成效。

区块链被认为是“下一代颠覆式创新
技术”。去年5月15日，娄底市区块链产业园
在万宝新区挂牌成立，为全国第9个、湖南首
个正式挂牌的区块链产业园。 该园成立后，
陆续引进湖南智慧政务、 娄底融数智合、湖
南链想科技、湖南链城私募股权基金、湖南

链城数字科技等区块链企业。随后，全国第
一张不动产区块链电子凭证、全国第一条政
务联盟链先后诞生在娄底。今年9月，杭州趣
链在娄底注册成立湖南链城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娄底区块链产业再添新军。

两年来，娄底编制区块链产业发展规
划，围绕区块链+政务服务、数字经济、民
生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等大应用方向，在
全国率先研发了政务、 不动产信息共享、

工商税务登记、国有资金竞争性存放平台
等多个区块链应用平台。其中，政务区块
链基础网络平台运行15个月来， 已产生
区块260多万个， 累计处理事务2400万
笔，是目前国内运行时间最长、数据量最
大的政务类区块链网络。

娄底区块链数字民政平台建设也在抓
紧推进，建成后将实现民政部门与劳动、财
税、工商、住建、公安、金融等信息比对，有
效解决贫困户家庭收入核实难等问题。

目前，娄底逐步将区块链技术应用拓
展到教育、就业、养老、医疗健康、商品防
伪、食品安全、社会救助等领域。下一步，
将加速开放数据资源， 开发应用场景，打
造应用高地。

抢占发展先机 持续高位推动

娄底 打造“区块链”应用高地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张慧）11月21日， 记者从张家界荷
花国际机场获悉，该机场已通过评审，获得
SKYTRAX国际四星认证， 是我省继长沙
黄花机场之后，第二个获得此证的机场。

SKYTRAX是国际民航业权威评价
认证机构，总部设在英国。该机构针对全
球机场的航空服务全流程进行的审核评
定，分为5个等级，其中四星级为行业领
先水平，五星级为最高水平。

近年来， 张家界荷花机场对标国际
标准，围绕旅客需求，以“绿色、人文、温

馨、舒适”为目标，从旅客进入候机楼的
推车、行李服务到乘机、候机流程，再到
离开机场的交通出行，形成了一个系统、
完善、人性的服务链条，使旅客在机场全
程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目前，该机场累
计开通航线54条，通航城市53个，其中国
内41个、境外12个。

张家界荷花机场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机场将进一步围绕提升旅客体验感和满意
度， 持续在精细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上下
功夫， 把机场建成与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相匹配的国际精品旅游机场。

既讲“普通话” 又讲“衡阳话”

雁峰区 生动有效传播党的声音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陈翰飞） 瑜伽室
内舒展身体，放飞心灵；图书馆中享受阅
读，静谧悠闲；休闲区里下棋聊天，其乐融
融……11月18日下午， 在衡阳市雁峰区
白沙洲街道园林社区“理想嘉”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 居民在此乐享午后休闲时
光，不时传出爽朗笑声。

“理想嘉”负责人张宛杏介绍，“理想
嘉”内设有儿童乐园、图书室、国学馆、多

功能厅等，居民可随时来这里活动，读书
学习、休闲健身、互相交流。

在去年试点基础上，今年雁峰区全
面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
心依托“三个天天 ”讲习所 、党建活动
室、文化小广场等阵地，打造融思想引
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的基层综合平台， 宣传普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前，

全区6个乡镇（街道）全部建成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 ，34个社区和14个村均建
了实践站。

阵地建好了， 如何更好地教育和引
导群众？雁峰区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
践活动，提供贴心服务。白沙洲街道开
展“社区周周乐”“我们的节日”等活动，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党的方针
政策和创新理论；雁峰街道厉家冲社区

结合“创文创卫”工作，发动党员志愿者
和居民加入“衡阳群众”队伍，更好服务
居民； 先锋街道先锋社区倡导文明新
风，推进移风易俗……目前，全区已培
育出“雁峰好故事”“微心愿”“舍得吧”
“情暖夕阳红”“助贫6+1”“爱心书屋”
等一大批有影响、有特色的品牌，受到
群众喜爱。

“我们既注重讲好‘普通话’，将党的
声音真正传递到基层；也注重讲好‘衡阳
话’， 以接地气的方式让群众乐于接受。”
雁峰区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该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已成为群众的“精神加油
站”， 有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落地生根，助推全区文明创建
和文化振兴工作。

既讲“普通话” 又讲“衡阳话”

雁峰区 生动有效传播党的声音

张家界荷花机场获国际四星认证
为省内第二个获得此证的机场

11月21日，“南岳剪纸”非遗传承人肖焕在给学生传授剪纸方法。当天，衡阳市中
南路小学800余名学生走进南岳区松麓街非遗体验基地，开展皮影、剪纸、油纸伞、戏
剧等文化传承研学活动，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廖欣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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