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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杨军 通
讯员 雷萍 肖建清）“为了使买房者更快
办理按揭， 我们向税务部门预约周末办
税， 他们派了4个干部在双休日加班，把
这项须在窗口办的税办好了。” 近日，桃
江某房产公司会计盛媛说起新楼开盘交
契税一事， 对国家税务总局桃江县税务
局的纳税服务称赞有加。

益阳市税务系统推出的便民纳税服
务举措，使纳税人满意度大幅度提升。桃
江县税务局在今年全国纳税人满意度调

查中，居我省6个参与调查县(市)区局第
一名， 益阳市税务局在全省纳税人满意
度调查中，综合排名全省第二名。

益阳市税务部门去年以来推出12条
“放管服”便民措施，取消1107项资料报
送、15项税务证明， 实现566项优惠事项
快速查询、143项涉税事项即时办结、178
项“最多跑一次”和159项“全程网上办”。
目前，新办纳税人从登记到领票只取1次
号、排1次队。他们还对纳税人提出的35
条意见建议立行立改， 抽调业务骨干组

成快速反应团队9支，在征期和重大改革
节点驻守办税大厅服务。今年前10个月，
已解决3大类7小类共119个纳税服务问
题。

在办税服务中， 益阳税务部门还推
出了窗口服务、自助服务、预约服务、延
时办税等多种形式， 让纳税人有更多选
择。“像我们这种搬运公司以前为开发票
要来回跑， 现在只要在电子税务局申请
后，税务部门就把开好的发票寄过来，实
在是太方便了！”益阳蚂蚁搬家运输公司

办税员冷伟明对电子税务局发票代开服
务很满意。

此外， 益阳市税务局还注重以提高
人员素质来提升窗口形象。 全市税务系
统今年已举办业务培训班30期， 培训
8000多人次，涌现出了沅江市税务局“解
难题高手”曾佑良、大通湖区税务局“税
收政策百事通” 彭辈等纳税服务先进典
型。 办税服务厅人员通过交叉学、 互相
带， 使单笔业务办理时间比原来缩短
30%以上。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罗建峰 蒋志永）“以前办一个营
业执照要跑上近半个月，现在通过实名认
证，办理执照时法人和股东的信息都可以
自动生成， 只用了4天时间就拿到营业执
照，非常快捷！”11月下旬，返乡创办生态
农业公司的杨小华高兴地说，想不到在家
乡注册公司就像坐高铁，速度快、服务好。

今年来，武冈市立足解决“办事难、
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等“堵点”“痛

点”问题，深化“放管服”改革，扎实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办”落
地落实，为高质量发展加速。该市梳理并
公布100件“一件事一次办”目录，便利市
场主体办证审批， 市本级政务大厅18个
部门27个窗口集中办公，实现190项行政
审批一站式办结；成立企业服务中心，设
立企业服务中心代办窗口，全程代办，实
现“一个窗口申报、一张表格填写、一套
材料提交、限定时限办结”。

该市还同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向
乡镇延伸，41个涉及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的事项，除5个必须以公司形式开办的主
体设立登记外，36个个体工商户登记事
项向7个基层工商所前移，设置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通过工作人员跑、快递跑的
模式开展线下办理， 极大方便了基层
群众“就近能办、一次办成”。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 武冈市
681项审批期限平均压缩30%以上。今

年1至10月， 新增各类市场主体（企业）
1045户，同比增长14.5%，进一步激发了
市场活力。截至10月底，武冈市共办理各
类行政许可审批、 公共服务事项357366
件，办结率100%，群众满意度100%。

� � � � 长沙“一区县（市）一园”改革
取得新突破

星沙产业基地
整体划转长沙经开区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郑旋 通讯员 黄姿）今天，

原长沙县星沙产业基地管理办公室成建制划转长沙经开区
管理交接仪式在长沙经开区举行， 这标志着星沙产业基地
整体划转长沙经开区， 今后由长沙经开区管委会按“园中
园”管理模式管理，相对独立运营，实行独立核算，高效助推
长沙经开区高质量发展。

星沙产业基地2009年7月1日由长沙县委批准成立，由长
沙经开区托管，成立以来，依托长沙经开区国家级园区体制、
政策、产业、平台和管理等优势，成为崛起于东部的产城融合
新典范。截至2019年6月，基地共入驻企业260家，其中，独立
供地企业51家，规模以上企业29家，世界500强企业2家、上市
公司8家。2018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98.57亿元。

今年3月，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园区改革
和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原则上按照“一区县（市）一
园” 的要求， 以国家级园区和发展水平高的省级园区为主
体，对区域相近、产业相似的园区采取合并、托管等多种有
效形式进行优化整合。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沈裕谋表示，
此次星沙产业基地整体成建制划转，不是简单的手续移交，
而是贯彻中央、省、市关于“一县一园区”政策，实现“区县一
体”、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的现实需要。

《少年毛泽东》
连环画湘潭首发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莫智敏）历时2年创作，今天，由湖
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少年毛泽东》连环
画在湘潭市首发。

连环画主编符国保介绍，此次发售
的连环画共两册，包括“晒谷坪上的风
波”“饭篮子的秘密”“韶山冲里的牛司
令 ”“一诗惊师 ”“闹祠堂 ”“东山求
读 ” 6个故事， 描述毛泽东 1901年至
1911年的生活和求学经历， 展现少年
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和独特的人格魅
力。 目前， 连环画主创人员正在进行
《峥嵘岁月》系列连环画创作，讲述青
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期的
求学生活。

首发式上， 湘潭市企业代表向韶山
学校捐赠了连环画。

“幸福家庭公益大讲坛”
走进长沙学院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罗咏梅)昨
天，长沙市开福区洪山街道开展“幸福家庭公益大讲坛”走
进长沙学院活动，长沙学院300余名师生听取了以“要爱不
要‘艾’”为主题的艾滋病知识预防讲座。

据了解，“幸福家庭公益大讲坛”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
市卫健委和长沙市文明办共同举办， 从2013年以来已举办77
届，每期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开展“五进”（进单位、进企业、进
校园、进街道、进社区）活动，普及牙齿保护、骨质疏松预防、流
行性感冒防治等健康知识，现场听众累计已超过20万人次。

岳台农业合作发展论坛举行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11月28日， 第二届岳台农业合作发展论坛在岳阳县举行。
总投资5亿元的岳阳县台湾特色休闲观光农业园区项目现
场签约，成为岳台农业合作的又一丰硕成果。

本届论坛由岳阳县政府主办， 湖南岳阳台湾农民创业
园承办，以“聚焦岳台农业合作、助推乡村振兴”为主题，旨
在借鉴台湾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探索岳阳乡村振兴的长
效机制，促进岳台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与会代表围绕主题展
开了讨论交流。

零陵用活历史文化档案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万里）

“仙姑文化长廊”日前在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建成。这是
“零陵何仙姑文化研究与应用”历史档案课题的最新成果。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核
心区，零陵区有着2200多年的历史文化，拥有丰富的历史
档案。辖区内现有文物古迹33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5
项，书法石刻、遗址遗迹、古村落、古建筑等更是不计其数。

近年来，零陵区委、区政府勇于创新，从历史文化档案
课题研究入手，走出了一条盘活历史文化资源、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的创新之路。该区成功申报省级档案课题，拉开
了“挖掘、保护、利用、传承”零陵特色历史文化的帷幕。与湖
南科技学院展开校地合作，学校出“智”，区里出“资”，课题
共吸纳30多名教授、专家、学者参加。潇湘八景、柳子家宴、
零陵花鼓戏、河蚌舞等15个子课题列入研究计划。

目前，首批启动的3个子课题已结题，并取得丰硕成果。
正在建设中的零陵区综合档案馆明年建成后， 这些课题研
究成果将全部入馆，以图文声像、沙盘模型、场景模拟、实物
展示等形式向社会公众长期展出。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向鹏 陈小锋

近日，外逃17年的麻阳苗族自治
县郭公坪镇郭公坪村二组村民黄某回
到家乡 ，向该县监委投案自首 ，成为
麻阳首个投案自首的外逃人员。

无钱看病盗金库

“你有一身病，又没有钱买药，难道
你要等死？”2002年12月29日，当时年仅
27岁、患有糖尿病的黄某，在朋友的怂恿
下， 参与了原郭公坪乡邮政支局出纳李
某盗窃单位金库案。

在他们作案之前， 李某已利用职务
之便， 从单位挪用现金7.2万元挥霍一
空，无力偿还。为掩盖其挪用公款的犯罪
事实，李某叫上黄某等3人帮忙伪造被盗
现场。当晚，他们里应外合，盗窃单位金
库17万元现金。

黄某回忆说， 当晚伪造被盗现场
后，便各自回家，第二天上午他分得4
万元“佣金”。哪曾想，没过几天，李某
就被公安刑拘 。他恐慌之中，瞒着家

人连夜逃往贵州铜仁
市。

案发后 ， 李某与
其 他 两 人 均 被 抓 捕
归 案 ， 以 涉 嫌 贪 污 、
盗 窃 犯 罪 获 刑 ， 而 黄
某一直在逃 。

逃亡在外好煎熬

逃到铜仁市后，黄某隐姓埋名，租房
租摊位，做起服装生意，过上了提心吊胆
的逃亡生活。

做生意期间， 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宋某。因生意没做好，加上妻子怀孕，一
年多后，黄某便开始到处打零工。不到两
年，两人未婚生育了一女孩。他说，有了
家庭，只想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多挣点钱
养家，但需要身份证的工作都不敢找。

其实， 他每一天都在煎熬。“心里一
直不安，有身份证不敢拿出来用。”黄某
说，在街上见到警察，他都绕着走，也从
不敢将真实情况告诉妻子。

两年前， 他实在忍不住对亲人的思
念，包了一辆的士，偷偷回了一趟麻阳老

家，又连夜离开。母亲劝他自首，他却哽
咽地说：“等小孩再长大一点吧。”

监委给力促自首

对于黄某案， 有关部门一直没有放
弃。去年，因监察体制改革，该案由县人
民检察院移交麻阳监委。

“有逃必追，一追到底。”麻阳纪委
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郑勇军介
绍，接手黄某一案后，他们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采取“迂回战术”，先后7
次上门找其亲人谈心谈话， 分析当前
追逃追赃形势，宣传法律法规。在巨大
的压力下，今年10月23日，黄某主动回
乡投案自首。

“当年妈妈和我都患有糖尿病，家里
又穷，生活压力大。”11月29日，黄某泪流
满面地说，现在想起自己所犯的错误，后
悔莫及，人这一辈子再怎么穷，都不应该
干违法犯罪的事。

目前，案件已移交当地检察院。

“借钱”碰壁记
通讯员 龚丽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徐主任，老规矩，麻烦社区借点钱给我过年。”11月29
日，离2020年春节还有近两个月，常德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柳叶湖街道花山社区居民薛某， 就来找社区居委会主任徐
秋宏“借钱”。

薛某平时好逸恶劳，以前逢年过节常向社区借钱，名义
上是“借”，实际上从未还过。见薛某又来借钱，徐秋宏拿着
《社区小微权力运行流程图》耐心解释道：“你看，这上面明
明白白写着，社区集体资金外借要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
我一个人可做不了主。不仅是借钱，评低保、请工用人等，社
区大事小事都要讨论、公示，接受大家监督。”

“你不借钱给我，过年我吃啥喝啥？”以往都能从社区
“借”到钱的薛某碰了壁，悻悻然坐在社区便民服务大厅不
肯走。

“这是纪委制定的流程，我们必须遵守，不然就违纪了。
你要实在没钱吃饭，去我家里，我管你3天吃喝。”徐秋宏说。

薛某一听，有些不好意思。徐秋宏趁热打铁，耐心开导
他：“你有劳动能力，离过年差不多还有2个月，周边这么多
建设工地、餐馆、农家乐，找个不要专业技术的活，赚点钱过
年完全没问题，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劳动赚钱稳当。”

明白“借”不来钱，又被徐秋宏诚恳的劝说打动，薛某决
定踏踏实实找份工作，赚钱过年。

据了解，今年，柳叶湖街道纪工委就社区事务制定了“小
微权力清单”，制作了21项“小微权力”运行流程图，以规范社
区干部用权行为，从源头上把“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武冈“最多跑一次”促高质量发展
1至10月新增各类市场主体1045户，同比增长14.5%

益阳便民办税让纳税人如沐春风
前10个月已解决3大类7小类共119个纳税服务问题

麻阳监委7次上门做工作

黄某外逃17年后投案自首

喜看宁乡巨变
12月3日， 观众通

过图片感受宁乡的巨
大变化。当天，江山如
画———王琛2019摄影
艺术全国巡回展(宁乡
站)暨镜头里的宁乡巨
变———邓兴摄影艺术
展在宁乡市玉潭公园
开展。 摄影师王琛祖
籍宁乡， 现为中国摄
影家协会副主席；宁
乡摄影师邓兴30余年
来坚持以身边的人和
事为拍摄对象，记录家
乡变化。

湖南日报记者
王立三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2月 03日

第 2019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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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1040 745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72 173 393056

1 0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2月03日 第2019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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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4330111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8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0 37072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96
59751

1303622
9829994

46
2198
50915
372675

3000
200
10
5

1114 23 30 3320

新闻集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