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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张家界永定区围绕打造廉洁高
效项目指挥部工作目标，在征地拆迁工作中
创新公示公开、排名通报、举报受理及监督
检查“四项机制”，推动全区征地拆迁工作高
质量进行，截至今年12月25日，全区累计完
成项目20个，签订协议5179户，拆除房屋面
积588954.28平方米。与去年同期相比，签
订协议增长率为 31.47％，拆除面积增长率
为66.94％。

一、坚持公示公开，始终用好“一把尺”。
一是公开方案流程。按照统一制订的房屋征
收方案、附属物和装修补偿标准，坚持“一把
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执行到底”，杜绝违规
操作、暗箱操作，对拆迁户超出政策范围的要
求给予明确答复，将房屋和土地征收补偿的
补偿方案、流程，面向社会公开。二是公开补
偿金额。将被征收房屋面积、合法性、用途、

分户评估报告、主体、装饰装修补偿金额公示
公开，将所有拆迁户的调查登记情况、补偿标
准、补偿结果公示公开，让拆迁户拆得明白、
补得清楚。三是公开工作经费。加强财务审
计，区政府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务中心对重点
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工作进度、征收工作经费
使用效率和征收补偿比例等情况进行一月一
排名，并对项目指挥部房屋征收工作经费使
用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二、推行排名通报，按下工作“快进
键”。一是强化工作激励。打破固定补助，
实行“计件制”，将征地拆迁任务与干部个人
工作实绩挂钩，一月一排名一通报，激发干

部活力。二是紧盯工作进度。向项目拆迁
清零难、清障难、交地难亮剑，按照“三保留
一撤销”原则，将年初的78个项目指挥部撤
并整合为18个，以街道片区为作战单元，设
立 10 个片区指挥部，片区指挥长定期调度
讲评，排名通报，确保工作进度。

三、规范举报受理，划定工作“警戒
线”。一是开通举报受理热线。设立投诉举
报箱和投诉举报电话，在确保安全保密的前
提下，推广网上举报，拓宽信访举报受理渠
道。二是完善举报受理机制，每周由区委常
委调度片区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做到一周
一清零，一月一处理，快速高效解决项目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硬梗阻”。三是完善线索移交
机制。建立问题线索台账管理制度，要求征
地拆迁项目指挥部对以前的投诉举报问题线
索进行大排查、大起底；同时将反映的问题线
索及时移送至区纪委监委办理。

四、加强监督检查，念好干部“紧箍
咒”。一是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由区财政
局、区审计局、区自然资源局和区政府房屋
征收与补偿事务中心等职能部门对项目指
挥部每月一监督，年内对全区项目指挥部监
督“全覆盖”，针对风险点和监管漏洞整章建
制。二是强化重点监督检查。由区纪委监
委对相关职能部门监督工作“再监督”。对

全区项目指挥部进行重点抽查，每季抽查
1—3个项目指挥部，年内对全区项目指挥部
监督检查“全覆盖”。三是严肃执纪问责。
区纪委监委加强对重点项目、重要岗位和关
键环节的风险防控，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以
严格执纪、严肃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对履职
不力、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无视纪律规
矩、心无底线敬畏、挑战纪律、违反纪律，造
成工作失误或不良影响的，一律严肃追究责
任。通过两轮违规发放津补贴“回头看”专
项行动，累计清退违规发放资金 177 人
61.15 万元，问责 26 人。 （吕绍甫 向
娟 杨 洋）

永定区：创新“四项机制”，规范项目指挥部行为

·精彩湖南·

吴 广 亚 平 定 兴 志 伟

近日，平江县瓮江镇康阜村村
民叶跃辉欣然拆除了自家192平方
米的“空心房”，打算来年将这块土
地连同周边的空闲地复垦后种水
稻，增加家庭收入。类似作法已成
为岳阳农民扮靓家乡“绿富美”的

“新时尚”。2018年，岳阳开始全面
推进农村“空心房”整治工作，并获
评全国“改革开放40年地方改革创
新 40 案例”。今年该市综合施策，
将“空心房”整治进行到底，结出美
丽“硕果”：两年累计腾退土地12万
亩，复垦立项9.5万亩，通过新增耕
地指标交易，为乡村振兴注入“真金
白银”。如今，走进岳阳乡间采风，
总能看到干干净净、生机勃勃的美
丽乡村。

随着城镇化发展步伐加快，大

量农村人口进城。农村“人去房空”
“一户多宅”等乱象影响了土地资源
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
展。近两年，岳阳出台了《岳阳市农
村“空心房”整治实施方案》《深化农
村“空心房”整治推进村庄清洁行动
集中攻坚实施方案》，推进村庄规划
全覆盖，加强腾退土地科学利用，将
农村“空心房”整治摆在前所未有的
位置。

近两年，岳阳市成立了由市委
书记刘和生、市长李爱武挂帅的“空
心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为牵头单位，各级领导
靠前指挥，形成了市指挥、县为主、
乡承办、村配合的多级联动合力。
全市坚持“拆建管”并重，拆除“空心
房”2600多万平方米。坚持规划引
领，大力推进村庄规划“全覆盖”，
建成集中建房点 305 个，农村人居

环境发生巨变，全市项目建设、农业
产业发展用地空间增加；坚持“以图
管地”，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和土地“复垦提质”，复垦土地已
竣工 5 万亩，其中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项目3.6万亩。

岳阳做好“空心房整治+”工
作，将其与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洞庭湖综合治理、特色小镇
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有机结合，走
出了一条资源节约集约、推动乡村
振兴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全省推
进农村“空心房”整治作出了探索、
创造了经验。该市让利于民，整合
各类惠民政策资金，两年发放“空心
房”整治补贴近 10 亿元，进一步激
活群众主体作用，让群众成为“空心
房”整治工作的参与者、支持者、推
动者和受益者，形成常态长效机制。

岳阳：将“空心房”整治进行到底

·精彩湖南·

12月25日，花垣县龙潭镇龙门村服装厂，村民在加工服装。该村采取“村集体+扶贫车
间+贫困户”的模式，帮助村民增收脱贫。今年5月建成投产的服装加工厂，帮助当地贫困劳动
力及留守妇女120余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龙爱清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唐璐 通讯员 余宛城

12月19日，随着一声长笛鸣响，一列满
载木材、奶粉等商品，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
克开来的中欧班列（长沙），缓缓驶入长沙火
车北站。翌日，这辆班列载着电子产品、工程
机械、汽车零配件、服装等湘品，迎着北风奔
向欧洲。

“今年中欧班列（长沙）有些忙，一周7至
8 列 ，多 的 时 候 达 到 20 列 ，往 返 满 载 率
100%。”湖南中南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叶红宾说。

高频开行的中欧班列（长沙），已成为长
沙乃至湖南联通世界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合
作共赢强平台、产业集聚新枢纽，引领形成
对外开放新格局。

构建国际物流大通道

今年中欧班列（长沙）开行数量呈爆发
式增长，预计全年发运 411 列，比上年增加
189%，发运量在全国排名第 5，跻身中欧班
列“第一方阵”。

在长沙水、铁、空三种国际物流通道中，
铁路通道占比越来越高，增长势头强劲。今
年前 11 个月，中欧班列（长沙）运输集装箱
3.5万标箱，同比增长189.3%，是同期水运的
48% ；运 输 货 物 36.34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57.5%，是同期空运货邮吞吐量的8倍多。

“中欧班列（长沙）在推动长沙对外开放
上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要开通更多铁
路通道，提升铁路货运能力。”长沙市物流与
口岸办党组书记、主任杨莉表示。

3月14日，首列俄材专列入湘，助推长沙
实现“通道+园区+产业”发展目标；7 月 19
日，开通从白俄罗斯明斯克至长沙的首趟奶
粉专列。

随着新增开行回程通道，中欧班列（长
沙）实现往返均衡，没有一个空箱，是全国少
数几个实现往返满载率达100%的城市。

“明年还将开通东盟通道，助力长沙更
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叶红宾说。

目前，中欧班列（长沙）先后开通了长沙
至汉堡、布达佩斯、明斯克等10条线路，途经
15个国家，物流服务覆盖30个国家，形成了
东中西3条通道齐发，连接欧洲、中亚、中东，
辐射我国中、东、南部地区的新格局。

打造合作共赢强平台

中欧班列（长沙）快速发展，对外互联互
通水平持续提升，逐渐成为长沙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赢的强平台。

今年前11个月，中欧班列（长沙）运输本
省 货 物 货 值 22.76 亿 元 ，占 全 部 货 物 的
37.8%，帮助长沙企业产品远销欧洲、中东等
地，同时满足了长沙对机械设备、化工产品、
奶粉等商品的进口需求。

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中国对外投资
最大的工业园——中白工业园中，活跃着不
少湘企。

今年9月，长沙入选首批国家物流枢纽
城市。另一边，中国招商局在明斯克成立欧
亚丝路区域总部。

通过班列将两个枢纽联结起来，发挥更
大的货物集散作用。湖南中南国际陆港围绕

招商局外运海外资源，打造明斯克明星班列，
将越来越多的湘品带到明斯克，并通过明斯克
辐射至更多的国家与地区。

目前，长沙明斯克班列发运量占据全国总
量 20%，成为全国明斯克班列发运量第一城
市。

强化产业集聚新枢纽

中欧班列（长沙）高质量开行，让通道与产
业更好融合，进一步推动产业集聚，提升长沙
经济外向发展程度。

在浏阳经开区，一个 6000 亩的木材交易
中心正在规划，这是铁路通道带来的产业契
机。

长沙地区对木材需求量每年约500万立方
米，70%靠从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进口，先通过
海运到港口城市，再转汽运回长，运输成本高，
而且时间长。

“俄材班列开通后，进口木材运输时间节
省35天，运输成本降低20%。”湖南著威贸易总
经理郑峰说。

今年俄材班列进口木材已排名全国第二，
高密度开行还使得全球木材商聚焦长沙，为浏
阳经开区进口木材产业园找到了产业源头、物
流通道和产业链商家。

此外，随着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兴贸
易方式兴起，中欧班列（长沙）成为货物集散的
枢纽，引来广东、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广西
等地大量货物，带动大量货代企业集聚长沙。

“下一步将进一步明确中欧班列（长沙）发
展定位，从顶层设计、发展机制等多方面着手，
真正促成‘通道+产业+园区’落地。”杨莉说。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唐
曦 通讯员 陈润）12月26日上午，衡
阳市白沙洲工业园恒天智电南方总部
基地里热闹喜庆，该市首辆“雁城牌”
新能源客车整车下线，标志着衡阳人

“新能源整车梦”实现。
近年来，衡阳市坚持兴产业、强实

体，大力实施工业经济“3311”战略，着力

优化营商环境，8大千亿产业集群悉数落
地达产见效。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成
为衡阳工业发展换道超车的有力助推
器。恒天智电客车项目作为衡阳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代表，总投资12亿元，可实
现年产3000辆新能源客车及1000辆
新能源专用车，还将引进新能源电池、驱
动电机等核心零部件在衡阳设厂，带动

相关产业实现产值300亿元以上。
去年 5 月，恒天集团与衡阳市启

动意向对接，8月达成合作意向，9月
29日正式签约，由南京恒天领锐汽车
有限公司、恒天九五、衡阳市汽车公
司、湖大三佳四方股东重组衡阳客车
专用车厂，建设恒天新能源汽车南方
总部基地。到去年 12 月底，该项目完
成公司改制、200辆新能源车辆交付、

“雁城牌”资质激活等，使停产多年的
衡阳客车厂重焕生机。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王
文）今天上午，北京中康信达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吉智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与长沙（国际）健康生态科技产业园
签约，落户浏阳经开区。

长沙（国际）健康生态科技产业园

由中铁昊天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在浏阳经开区打造“健康生态科技工
业区”“产业配套区”“物流仓储区”“商
贸会展区”“电子商务区”5大功能区，
是园区创新“园中园”平台招商、推进
健康产业向高端迈进的重要平台。

这次北京中康信达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的全球医疗科技展示交易中
心及附属配套项目，将建设集聚医疗设
备、技术、咨询、服务、金融于一体的体
验式医疗展示交易中心。江苏吉智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王老吉健康
饮料项目，将引进5条全球先进的现代
化全自动无菌冷灌装饮料和水生产线，
打造年产值30亿元的生产基地。

湖南日报12月 26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谭雯婷）湖南银保监局今天披
露，自8月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百行
进万企”融资对接活动以来，银行机构共与
16624户名单内和名单外小微企业达成融
资意向，拟授信金额456亿元；12191户小
微企业实际获得授信，贷款金额299.07亿
元，其中首贷户5179户，授信金额101.84
亿元。

此次融资对接覆盖全省17.45万户纳
税评级在B级以上的小微企业，银行主动
与企业联系，对符合授信条件的企业开展
授信融资等综合金融服务，共有4686个银
行网点1.38万银行工作人员参与。截至12
月22日，全省已有17.38万户企业完成在
线问卷填写，银行入户走访近 3.3 万户企
业。

多家银行为对接名单内的企业配置了
专项贷款规模，对达成合作意向的优先受

理、优先审批。通过银行一对一的定制化服
务，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逐步营造
和形成服务小微、支持小微的良好氛围和长
效机制，为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近年来湖南银行业持续提升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质效。截至9月末，湖南辖内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 1.12 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1065.1 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 1000 万
元 及 以 下 普 惠 型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3058.16亿元，较年初增加522.24亿元，较
年初增长20.59%。

统计还显示，截至9月末，全省法人银
行 普 惠 型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较 年 初 增 长
14.82%，比各项贷款增速高 1.19 个百分
点；有贷户数47.34万户，较年初增加8.88
万户。全省银行业合计取消、精简、降低收
费标准项目 954 个，共减免、清退息费
31.44亿元，进一步减轻了民营企业、小微
企业的成本负担。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曾伟

12 月 26 日，记者走进湖南华菱湘潭
钢铁有限公司，湘钢能环部负责人欣喜地
摆出今年的治污成绩单：前11个月，实现
烟粉尘减排 5630 吨、二氧化硫减排 2569
吨、氮氧化物减排320吨。

生产区就在城区，年产钢1000万吨，
湘钢是排放大户。据统计，2018年，湘钢二
氧化硫排放量13510吨，氮氧化物排放量
15011 吨，占湘潭全市的比例分别达到
52.6%和 42.6%。2018 年省级环保督察指
出湘钢周边的2个国控站点为全省空气质
量最差的两个站点。

“污染进来易，出去难。”湘潭市生态环
境局局长李汉军说，湘潭的地理位置北低
南高，大气污染物扩散条件差，外来传输加
上本地积累，环境容量几近饱和。

大气污染治理，政企携手攻坚。实施
《湘钢2018-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三年行
动计划》，计划投资 47 亿元，完成 25 个大
气污染防治重点项目。

煤粉是炼钢原料之一。“一遇大风，煤
粉飞扬，周边百姓怨声载道。”湘钢焦化厂
备煤车间设备主任杨海彬回忆。以前，煤粉
存放采用露天堆放与人工盖网结合的方
式，存在扬尘污染；如今，12万吨煤粉堆放
在占地 5.6 万多平方米的封闭大棚内，从
根本上消除煤场扬尘污染。

冶炼过程是防控关键。记者在现场看
到，5号、6号焦炉实施烟气脱硫脱硝项目，
成为我省钢铁行业第一座实现超低排放改
造的设施，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变成氮气和
水，二氧化硫变成稀硫酸回收再利用。1号
高炉今年8月改造一新，出铁口、皮带通廊
等关键设施进行封闭式处理，大功率风机
和布袋收尘设备、喷淋设施等有效降低了
粉尘逸散。

“钢铁冶炼产生的余热、烟气，其实是
一笔宝贵财富。”湘钢动力厂超高压余能
发电车间党支部书记龙晓民介绍，湘钢
自主引进 135 兆瓦超高压高温燃煤气发
电机技术，回收冶炼富余煤气发电。目前
2 台发电机组每年发电 22.4 亿千瓦时，可
满足公司 80%左右的用电需求，节省外
购电费 14 亿元以上，每年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160万吨。

湘钢打造花园式工厂，厂区新增绿地
面积近40万平方米，可绿化面积绿地率达
到 45%。“三年行动计划”开展以来，湘钢
已累计投入资金30多亿元。

今年 8 月，湘钢启动工业旅游，举办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企业开放日活动10
余次，接待参观者1000多人，改变了外界
对钢铁企业“傻大黑粗”的印象。

2019 年特护期的大气环境质量数据
表明，湘钢周边的2个国控站点已退出全
省空气质量最差站点。

城中钢厂巧变“绿”

今年预计发运411列，比上年增加189%——

中欧班列（长沙）发运量跃居全国第5

我省房地产开发投资
突破4000亿元
前11个月，商品房销售

面积同比下降1.9%

湖南日报12月 26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谢凡）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1至11
月，湖南房地产开发投资4005.53亿元，同比增
长13.4%，首次突破4000亿元。

今年以来，我省商品房销售市场平淡。前
11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9%，14个
市州中6增8跌，株洲、衡阳、长沙跌幅居前三，
分别下降21.7%、4.3%、4.0%。商品房销售额同
比增长2.6%，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5.3%。

销售额增长加快开发企业资金到位。1至
11月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5195.99
亿元，同比增长9.5%。其中，国内贷款、自筹资
金、个人按揭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19.2%、
19.8%、6.9%。

资金充裕进一步增强了投资者信心。前11
个月，我省所有市州房地产开发投资均实现正
增长，其中，张家界、娄底、怀化增速居前三位，
分别同比增长50.3%、43.0%、20.7%。

随着投资增长，全省房屋施工面积、新开工
面积分别同比增长12.1%、6.3%。

深入推进“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
全省近1.22万户小微企业获授信贷款近300亿元

衡阳首辆新能源客车成功下线

两大医疗健康项目落户浏阳经开区

家门口就业增收
决胜

——扶贫印记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通讯员 段雨
东 记者 奉永成）24 日，农行湖南省分行
与湖南省林业局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 5 年，农行将提供 100 亿元意向性信
用额度支持全省林业产业发展。

根据协议，农行湖南省分行与湖南省
林业局将以油茶、竹木、森林旅游、林下经

济等林业产业作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合作，
共同推动湖南省林业经济向千亿产业迈
进。除提供意向性信用额度外，农行湖南省
分行还将针对林业产业相关企业开辟信贷
审批“绿色通道”，高效、快捷地办理融资审
批事项，并不断创新推出金融产品，为湖南
林业产业发展助力。

农行湖南省分行支持林业产业发展
提供100亿元意向性信用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