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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以速度说话 用实效作答
——株洲市“马上就办”力促真抓实干

1月13日晚，“丽裳焕彩，雅韵开新”常德诗画旗袍会2020春节联欢晚会在常德市文化馆剧院举行。晚会现场，旗袍走
秀、旗袍舞蹈、常德丝弦、古筝、书法等节目精彩纷呈，以音诗书画秀的艺术表现形式，将非遗文化和舞台艺术完美结合，为观
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 鲁建文 蒋明玲 摄影报道

1月14日，东安县鹿马桥镇黎山村，村民在包装柚子
糖。当天，该村村民们忙着用传统古方与现代工艺相结合的
制作方式，熬制传统美食柚子糖和饴糖，满足年货市场需
求。目前，柚子糖和饴糖年产值达360万元，成为黎山村的
拳头产品，带动103名贫困户脱贫。 严洁 蒋云 摄影报道

古方熬糖“甜蜜”增收

——扶贫印记

江永贴女书春联
成为新民俗

湖南日报 1月 15 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陈健林)1 月 14 日，江永县松
柏瑶族乡建新村，女书传人胡欣免费为
村民们书写女书春联，当天，共送出女书
春联100余副，“福”字200多张。

“女书”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唯一女
性专用文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江永县大力推广女书文化，每年组
织女书传人为广大群众免费送春联，女
书春联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家门口贴一
副女书春联逐渐成为新年俗。胡欣介绍，
今年以来，她已经免费书写 700 多张福
字、500多副女书春联。

湖南日报 1月 15 日讯（记者 邢
骁 通讯员 李梦）台上是神奇的变脸、
魔术，台下捏面人、写对联、画糖画……
一一品过中国传统年俗，来自埃塞俄比
亚的留学生贝拉丘，用长沙话赞：“中国
年，韵味！”近日，一场热闹的“年味大
集”在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上演，浓
浓的中国年味，让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
学生沉醉不已。

活动现场，捏面人、糖画、皮影戏、
糖葫芦、拓年画等摊位被小朋友们围

得水泄不通。现场书法老师泼墨挥毫
为居民们送上手写春联和“福”字，引
得孩子和留学生们也纷纷上前一试身
手。

做了 30 多年糖画的刘兵，气定神
闲画出一只活灵活现的小老鼠。精湛
的技艺引得留学生们纷纷鼓掌叫好。
贝拉丘也忍不住一试身手，在刘兵的
指点下，画出一只酒杯：“预祝大家春
节愉快！”

一旁，来自俄罗斯的路易则沉醉在

面人的魅力之中，雪白的面团在手中轻
捏，不一会儿，一只动画中的“雪宝”便
露了真容。今年已是路易来到中国的第
3 个年头。作为湖南农业大学的留学
生，路易的普通话说得很溜：“最爱中国
年喜气洋洋、团团圆圆的气氛！”

“在我们中国，过年吃饺子寓意越吃
越有。”居民们手把手教老外包饺子。从
最初的饺子“咧嘴笑”到后来的有模有
样，老外的手艺越来越娴熟，连中国娭毑
都忍不住点赞。

“中国年，韵味！”
外国留学生体验“年味大集”

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欧阳坚 崔林

隆冬时节，株洲城北霞湾港水流不大，
却清澈见底。该市石峰区副区长言晓军介
绍，自清水塘老工业区 261 家企业关停后，
港内流的只有地表水了。

2公里外便是湘江。最新发布的株洲市
2019 年环境状况报告显示：湘江株洲段水
质持续保持或优于国家Ⅱ类标准，株洲市
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搬迁改造
4年多，一湾碧透的清水塘回来了。

“戒烟”——严把产业项目“准入关”
老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后，清水塘搬迁改

造“下半篇文章”怎么做？株洲市的答案是，
“戒烟”。

“戒烟”首要“不进烟”。株洲市严把产业
项目“准入关”，把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
能耗、低污染项目作为招商首选，对高污染、
高能耗、资源型的项目坚决说“不”。仅2019
年，就有51个不符合城市发展定位和环境保
护要求的项目被拒之门外。

舍得、进退之间，绿色工业轻装上阵。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三一、绿地布局株

洲市清水塘的两个重大“绿色”产业项目同
时开工，清水塘正式开启转型发展新征程。目前，中交三航局、
上海临港集团、成都置信智能科技示范园等知名企业，均在清
水塘落子“绿色”项目。按照规划，清水塘工业区将在未来5年内
建成山水相依、产城相融的生态科技产业新城。

此外，株洲市还严格“控烟”。在全省率先推进“电力大数据+环
境监管”模式，实现全市重点污染企业智能监控的全覆盖。实施大气
污染防治项目86个，关闭“散乱污”企业14家。

“强肺”——森林覆盖率保持61.95%以上
虽是腊月，株洲市石峰区九郎山却绿意盎然。这座长株潭

三市城区最高的山，曾因缺少保护，山体、绿植遭到破坏。近年
来，株洲市启动九郎山生态修复工程，栽下40余万株苗木，育
林达7000余亩。

清水塘背负的污染旧账太多，在城市空气质量下行压力
不减的大背景下，株洲市决定走一条“强肺养颜”之路。2019
年，该市实施道路及广场绿化项目 18 个，公园绿化和小游园
建设 18 个，城市绿廊建设 4 个，湿地景观建设 3 个，新增造林
17万余亩，森林覆盖率达61.95%以上。

“当烟囱不冒烟，黄土被林木覆盖，空气质量必然会一天
比一天好。”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彭小中说，历经污染之痛，
株洲市上下已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力
求再现一个青山绿水、生态宜居的新株洲。

诗画旗袍会别开生面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2016 年，株洲市开展“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活动，向“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开刀；2017年，
出台“马上就办抓落实”若干规定，取得显著成效。
2019年，株洲在原有基础上推出“真抓实干”新举
措，强力推进“马上就办”再提速。

历经 4 年绵绵用力，“马上就办”在株洲蔚然
成风，成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三一
集团的智慧钢铁产业城、石油
智能装备与区域研发中心（总
部基地）3个重大项目在株洲集
中开工。从项目首次考察到正
式开工，只用了半年时间，创造
项目建设的“株洲速度”。

“如果没有‘马上就办’，项
目从合同签订，到土地报批、征
拆再到挂牌，正常程序走下来
需要 1 年时间。”智慧钢铁产业
城项目负责人说。

这是株洲开展“马上就办”
活动，提升工作效能的真实写
照。

去年以来，株洲市以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力度抓中心
工作、重点工作落实成效。把开
展重点工作月度讲评、开展“两
个”专项考核排名、建立重点工
作完成情况正面清单和负面清
单，作为全市推动工作的有力
武器。

通 过 出 台《2019 年 株 洲
市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开工专
项行动方案》等文件，株洲市
按照“项目落图、按图索地、挂
图作战、动态管理”的工作思
路 ，有 效 推 进 项 目 招 商 和 落
地。

去年4月和7月，株洲市两
次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看
学议”活动，所有市级领导和县
市区、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全
程参加。通过现场观摩和检阅
项目，市委书记、市长点评建设
情况，会议集中评议通报。全市
营造了产业项目建设“比学赶
超”的新热潮。

真抓出实效。去年，株洲绿
地滨江科创园、中建材碲化镉
发电玻璃等 230 个项目顺利开
工；株洲信息港、华录数据湖等
一批项目快速推进；湖南移动
数据中心一期、旗滨电子玻璃
等100个项目竣工投产。

“真抓实干马上办，为民服务解难
题。”1月13日，株洲市“马上就办”办
公室墙上的一面锦旗，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这是市民刘拥军送来致谢的。

去年 11 月 3 日，刘拥军因购房
与开发商产生纠纷，将自己的遭遇
反映到市“马上就办”网络问政平
台。很快，市住建部门就与他取得联
系，并参与协调工作，经多方协商，
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

“有事找‘马办’。”在株洲，“马上就办”

办公室成了很多市民挂在嘴边的称呼。
通过开发装备马上就办督查督

办平台、设立网络问政平台和媒体
“曝光台”，株洲将 10 个县市区和
143 家市直单位纵向贯通、横向互
通，构建出“大督查”格局。解决了芦
淞区摩登摩天物业管理、原欧韩彩
印公司异地重建供地等几年甚至十
几年未曾解决的难题。

“很多问题久拖不决的背后，都
隐藏着干部作风问题。解决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必须牵住牛
鼻子，狠抓落实、落地、落细。”株洲
市“马上就办”办公室负责人说。

为此，该市出台《株洲市马上就办
抓落实的若干规定》，明确重点工作完
成时限、公文办理时限、行政审批时限、
项目推进和企业帮扶问题处理时限、公
众关切问题办理时限。群众投诉的紧急
事项，要求24小时内办结；一般性事项，
5个工作日内办结；牵涉到多部门的事
项，7个工作日内召开协商会议。

石峰区将所有考核事项和进展情
况全部上网，天元区让企业“只进一张
门、只跑一次路”，芦淞区建立重点工
作全方位调度、跟踪、反馈限时办结机
制，株洲市工信局设置“市长热线——
企业服务专线”服务标准……

在株洲，“马上就办抓落实”已经
深入全市上下。在紧密联系工作实际
的同时，一些县市区、市直部门又创造
性推出一批特色“自选动作”，推进“马
上就办”机制的常态化、长效化建设。

工业园区扬尘污染、房产企业半
夜施工扰民等问题，一直是醴陵市群

众关注的热点难题。醴陵市运用践行
“五问工作法”、延伸“网络问政法”、
落实“一线工作法”，持续跟踪督办，
直至难题解决。

株洲市市场监管局将“马上就
办”精神贯穿于“放管服”改革中，商事
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前置许可
事项由226项降至32项，实行

“48证合一”，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至3个工作日，跑出全省最
快速度。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在株洲掀起了一场作风建设

“革命”。目前，全市 10 个县市区、93
个市直部门和14个与民生相关的企
业单位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全
市 107 家单位开通“马上就办”热线
服务，29家重要民生部门配备“马上
就办”直通车……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记者 肖祖华 张佳伟 通讯员 江劲
辉 刘正飞）1月13日上午，隆回县电子商务平台——“众淘易
购”商城正式上线运营，将帮助中小企业解决销售产品难的
问题。

近年来，隆回县借力“承接产业转移”，大力推进“引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战略。一大批农产品加工、制造企业落
户，随着生产扩大，产品销售成为制约企业扩大的瓶颈。

“众淘易购”商城，是一个以“商城+工厂+消费者”为
发展模式的电商平台。2017 年，该平台负责人陈志明从广
东回到隆回投资兴业。在走访、商谈中，他发现有很多中小
型企业的优质产品堆积在仓库没有销路，有的企业因为资
金困难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况。于是，他决定试水电商，帮
助他们打开销路。

去年 9月，“众淘易购”商城诞生，进入试运行阶段，为中
小企业和小微商家提供网店、货源以及升级包装、营销策划
等服务。目前，526家商家入驻平台，销售产品近 2000 种。去
年 11 月，“众淘易购”商城获得“中国互联网+消费分享经济
模式最具影响力平台”“中国互联网+扶贫社交电商最佳商业
模式创新奖”。

隆回电商平台“众淘易购”
上线运营

“马上就办”，办出发展加速度

“马上就办”，办出民生幸福感

“马上就办”，办出作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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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刘洋

已过小寒，冬日的苗乡麻阳湿冷异常，老
田心里却是暖暖的。因为几天前，他从纪检监
察干部手里领到了被村干部截留的300元养
老保险费。

老田是麻阳苗族自治县锦和镇黄家团
村人。一个多月前的一天，恰逢锦和镇赶场，
县纪委监委的“流动执纪执法车”开到镇上。

这天，老田像往常一样去赶场，只见“脱
贫攻坚流动执纪执法台”的横幅挂在镇农商
行门口，县纪委监委、扶贫办、民政局、林业
局、发改局、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坐在下面，已
经被赶场的人围得水泄不通。

工作人员或在发资料，或在给群众解
释易地搬迁、危房改造、农村低保等政策，
也有的在听取群众反映困难。

“举报台”吸引了老田的眼球。几天前，
村里有人向他透露了一个情况：大家交的
养老保险金交到村里很久了，但在镇财政
所查询不到，包括他自己的。

“这种情况能不能反映一下？”这个问
题在老田脑海里萦绕，他也在“举报台”前

面徘徊了很久。
老田的举动，引起了县纪委监委干部

杨慧的注意，便主动上前询问：“老同志，我
们是县纪委监委的干部，有情况可以向我
们反映。”

为了保密，杨慧将老田带到了附近的
办公室，他将情况如实作了反映。杨慧则依
照程序，将信访件交由锦和镇党委办理。

经调查，发现老田等村民上交的养老保
险金被村干部截留了。锦和镇党委追回了资
金，严肃处理了涉事的村干部，老田也拿回
了钱。对此，老田赞叹道：“赶场告状，一告
就灵。”

“听取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整治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黄涌介绍，2018年以来，麻阳纪委
监委探索“脱贫攻坚流动监督执纪车”赶乡
场，由纪委监委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干部受
理群众咨询24600余人次，现场答复和解决
问题1300余个，收集意见建议、群众诉求共
428件并全部完成办结。收到问题线索103
个，其中立案 31 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8
人，组织处理13人。

麻阳纪委监委“流动执纪执法车”赶乡场——

赶场告状 一告就灵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杨明 王梓）日
前，在临澧县中医医院，康复后的贫困户江
某送来一面印着“车祸无情人有情 感谢党
的大恩情”锦旗，一再表示感谢。医院纪委书
记黄茂慧对他说：“救死扶伤，是我们应尽的
责任。”

去年5月7日深夜，临澧县中医医院普外
科室收治了遭遇肝破裂伤的病人江某，系该
县停弦渡镇纪委书记刘音纶联系帮扶的贫困
户，因意外车祸，被 120 急救车紧急送进医

院。由于病人家境特困，加之意外伤按规定农
合只能报销30%的费用，闻讯赶来的刘音纶
忙与医院纪委书记黄茂慧商量，并向停弦渡
镇党委汇报，医院先进行抢救手术，镇政府发
动机关干部捐助（后募捐了7500元）。

出院结账时，医院又为江某减免了自费
部分。医院党委书记乔玉山、院长李小平除
到病房巡查外，每人还慷慨解囊捐助江某
3000元。医务人员如亲人一样精心治疗、护
理，直到江某痊愈出院。

“救死扶伤，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记者 彭婷 通
讯员 何蔚）今日上午，湘潭市岳塘区融媒
体中心正式运行，岳塘区首个独立新闻客
户端“i岳塘”同时上线。

为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推进媒体融合
改革发展的要求，岳塘区朝着“打造湘潭市
城区融媒体中心标杆”的目标，坚持“标准
为先、使用为要”的理念，聚焦平台建设、内
容聚合、移动优先，实现了岳塘区融媒体中
心从无到有的转变。该融媒体中心依托湖
南日报社“新湖南云”省级技术平台，整合

建设岳塘区融媒体中心云平台，实现采、
编 、发 统 一 调 度 ，对 岳 塘 新 闻 网 PC 版 、
WAP 版进行全面升级改版，立足“新闻+
政务+服务”，告别过去无区级独立平台的
历史，为全区新闻宣传事业拥抱互联网谱
写了新篇章。

岳塘区委书记胡海军表示，希望依托
省级党报的政治优势、内容优势、平台优
势、体系优势、技术优势，进一步放大主流
声音，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让岳塘
的好故事传得更开、更广、更远。

岳塘区融媒体中心上线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