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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以行政审批“两需求一贯通”机制，推行集成化管理与服务，帮助企业解决行政审批
难和融资难等问题，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

打破壁垒疏堵点

“疫情给我们产业园的休闲餐饮带来很大影响，税务部门
及时帮我们解决困难，落实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税收优惠政
策，让我们备感温暖！”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麻阳苗族自治县谭
家寨乡楠木桥村党支部书记、连村联创重点扶贫产业园联合党
总支副书记谭泽勇对上门走访的税务干部表示感谢和点赞。

原来，该产业园的果园种植基地、葡萄酒酿造扶贫车间和
休闲餐饮山庄等农资企业中贫困家庭和病弱残疾人员占比较
大。麻阳税务局积极推进“税企共建+产业扶贫”模式，发动税
务力量，为企业提供政策辅导、平台牵线、技术服务、资金协调
等帮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据了解，针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走访中麻阳税务局除
了宣传税收政策外，主动对接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税源
扶植想办法、谋出路。截至目前，麻阳税务局共收集代表、委员
各类意见建议26条，落实改正措施17条。

（李群华 刘吉平）

麻阳税务：
主动走访企业，及时帮需解难

“再也不用担心赶集停车难了，镇政府建了 9 个临时停车
场，还铺设水泥、划分车位、安装监控，实实在在感受到幸福升
级了！”4月24日，永州零陵区黄田铺镇居民张大爷谈及出行变
化，对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行动赞不绝口。

今年以来，零陵区狠抓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围绕“人、
车、路、企、政”等方面下足功夫，压实各乡镇责任，扎实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加大力度整治马路市场，全力制止农
村三轮摩托车非法载客行为，通过系列硬核举措，力求取得实
效。在该区富家桥镇，政府发动镇村干部党员和志愿者常态化
开展马路市场整治，道路两边不见了流动摊贩，卫生面貌也焕
然一新。在水口山镇，该镇组织城管、安监、交警、农机等部门，
利用长效化高效联动机制，对各类车辆进行“地毯式”集中综合
专项整治。石山脚街道重点聚焦道路建设、治限治超、安全监
管、应急保障等问题，持续深入开展整治工作。在全区各个乡
镇，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的成果最终惠及民生，得到了百姓
的一致点赞。 （张兴国 单建华）

“现在好了，小区里有啥事，都有了快速解决渠道，大家伙住
得更安心了！”4 月 25 日，永州市零陵区五里堆易地搬迁安置小
区居民周开龙对新成立的管理委员会深表赞同。

为解决易地搬迁安置小区管理问题，该小区于 4 月 21日召
开居民自治会议，通过民主推荐选出管理委员会成员。“作为一
名老党员，我愿意为大家服务！”70岁的蒋永国自告奋勇，通过民
主表决被推选为管理委员会主任。他说：“我们就是为了帮助解
决乡亲们提出的种菜、杂物存放等实际问题，同时加强和规范后
续管理，让大家像住在城市小区一样，享受规范化、科学化的管
理服务。”

在蒋永国的带动下，多名业主自愿无偿加入管委会。这些
成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为大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提升
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张兴国 单建华）

整治痼疾 幸福升级

零陵：

易地搬迁小区有了管委会
零陵：

宁乡市煤炭坝镇曾是“三湘第一煤都”，近 3 万名工人集
聚，5 大矿区日夜开采，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被誉为湖南宁乡

“小香港”，但随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峻，产业转
型也十分迫切。

“让产业从‘地下’转到‘地上’，从地下‘挖钱’变成地上‘种
钱’！”煤炭坝镇党委书记宋强介绍，早在 2013年，煤炭坝镇政
府就锁定湖南乃至中部地区大型门业生产基地的目标，确立了
以玉煤大道为轴，规划面积4平方公里的“门业集中区”。越来越
多的企业搬到了产业园里，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门业集聚
区。“以前叫‘煤都’，现在要叫‘门都’了！这里就没有我们打造
不出的门。”当了30多年矿工的苏长辉见证过“煤都”的辉煌和
没落，同样也见证了“门都”的崛起与腾飞。

2019年4月，宁乡市煤炭坝门业小镇申报湖南省特色小镇
并成功获批。宋强表示，今后一段时期内，煤炭坝门业小镇将
以中高端门业制造、整体定制家居、自动智能安防为重点发展
方向，强化产品创新设计、个性化定制服务，大力发展绿色健
康、时尚创意、智能化的门业定制产业。预计到 2021年，煤炭
坝门业产业产值将突破100亿元，努力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门
业产业集群和中高端门业制造基地。 (黄 霄 刘彦妮)

从“挖钱”到“种钱”
——宁乡市煤炭坝门业小镇成功转型

历经超长假期后，4月 20日至 21日，
永州金洞管理区各中小学校提前准备，加
装多道安全“防护盾”做好疫情防控，
4000余名师生陆续有序返校，开启“复学
复课模式”。

4 月 20 日是金洞镇中心小学开学的
第一天，区党委副书记李耀华，区党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陈凯凤，区教育局、金洞

镇党委政府负责人等，第一时间到学校检
查开学情况，逐个检查了校园食堂、师生
宿舍、教室等场所疫情防控消杀工作，并
提出指导意见。

“学校采取各班级分时段、错峰入校
的方式，共同迎接陆续返校的学生。”该镇
中心小学校长邓太庚介绍说：“在学校门
口，为学生入校设置了 2 个通道，通道里

安排了洗手液和全身消杀程序，配备了专
门的教师进行第一次测量体温，留观室安
排了人民医院的医生随时接收体温异常
者。”

学生在进入教室上课之前，还需进
行第二次测温登记，教室的讲台上不仅
有课本和教案，还多了一些 84消毒液、酒
精、免洗洗手液等防疫物品。教室内课

桌间隔保持 1 米以上，学生、教师都是戴
口罩上课。学生在校内的一切活动以班
级为单元合理管控，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接触。

为了减少人员密集接触，学校禁止家
长陪同入校，但专门聘请了十余名青年志
愿者，帮助寄宿学生搬运生活物品，并安
排了专人在学校外围向学生家长发放口
罩。同时，区交管部门调派一批警力现场
值守，临时划定了停车位，引导车辆远离
校园。随着有序返校复课，同学们展现出
信心满满、生动活泼的精神风貌。

(刘福华)

开学复课加装安全“防护盾”

肖 军 米承实
春寒料峭，挡不住项目建设的滚滚热

潮。
4月 23日，怀化经开区十里江湾项目

建设工地，挖掘机不停地向前延伸，运土
车来回穿梭，工人们冒雨施工，一派热火
朝天的繁忙景象。

“政府办事效率高，我们生产干劲
足。”项目部负责人说，疫情期间，仅用了
半天时间就办好了施工许可证，这得益于
市委、市政府推行行政审批“两需求一贯
通”服务机制。

“打破壁垒疏堵点。”怀化市委书记彭
国甫说，怀化紧盯企业（项目）在复工复产
中涉及行政审批、融资和政策需求，以战
时运行模式，推行集成化管理与服务，贯
通政银企携手纾困的渠道，建立与疫情相
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取得了战时效
率。

20分钟：
办好了外资企业注册登记

“一个字，快！”4月 21日，在壹品慧生
活科技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办公室，谈起
办理注册登记的快捷，公司负责人刘毅感
叹。

壹品慧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市
的一家外资企业，因其承接怀化的重点民
生项目开工在即，急需在怀化设立分公
司。

3 月 6 日下午 5 时 20 分，怀化市行政
审批“两需求一贯通”办公室审批服务工
作组负责人覃声清接到刘毅紧急求助，称
需当天办好注册登记，第二天要返回深圳
汇报开工事宜。

即将下班、缺少经营场所证明和财务
人员身份证明等资料，能否办成，刘毅自
己心里直打鼓。

急企业之所急，办企业之所需。覃声
清将在办公室坐班的市场监督局的工作
人员派往市政务服务大厅帮助办理。

延时服务，容缺受理。刘毅签订了事
后补交相关材料的承诺书后，顺利地拿到
了营业执照，整个审批过程仅用时 20 分
钟。

“容缺后补”办证，是该市行政审批
“两需求一贯通”办公室根据企业（项目）
需求，推出的行政审批快审快办快批“十
个办”服务的一项。疫情防控期间，该市
所有审批业务均提供“容缺受理”服务，对
于企业（项目）一时无法提交的非主审要
件材料，签订承诺书，均可容缺受理。

“行政审批便捷、高效，是我们打破部
门、层级壁垒和‘数字鸿沟’的结果。”怀化
市委副书记、市长雷绍业介绍，今年 2 月
底，怀化市成立了疫情防控期间行政审批

“两需求一贯通”办公室，从相关职能单位
抽调人员集中办公，整合部门职责，统筹
协调行政审批、资金和政策“两需求一贯
通”服务工作。

过去一个项目审批，办证要跑一二十
个部门，不同证照要跑不同的机构，在最
集中的政务大厅，也要挨个窗口排队。覃
声清说，现在涉及多部门的事项，实行并
联审批，牵头部门负责“整件事”一次限时
办好。

一系列打破常规的举措，有效地解决
审批难。截至4月22日，市本级办理企业
行 政 审 批 247529 件 ，其 中 网 上 办 理
182698 件，开辟绿色通道办理 59053 件，
全程帮办、代办事项224件。

3天：
1500万原材料采购资金到账

4 月初，湖南正清制药盘点了前 3 个
月的销售业绩，其中成药清热解毒颗粒销
售额同比增长102%。

“感谢怀化市委、市政府搭建平台，帮
助我们快速办理贷款，保障了原材料采购
资金需求。”公司财务执行总监何启文说。

清热解毒颗粒被湖南省中医药管理
局列入第3期抗疫用药目录，需求量大增，
但公司缺乏资金采购中药原材料。怀化
市行政审批“两需求一贯通”办公室主动
协调，对接华融湘江银行，3 天时间，完成
了资料申报、上会审批、放款全流程，以最

优惠的利率放贷1500万元。
快速“输血”，“粮草”就位，公司迅速

达产扩能，清热解毒颗粒由原来的每日生
产8万袋提升至30万袋以上。

疫情袭来，货发不出，资金到不了位，
流动资金短缺，成为复工复产的又一“拦
路虎”。为此，该市在行政审批“两需求一
贯通”办公室下设了金融服务组，由市政
府金融办、人民银行怀化支行、怀化银保
监分局等部门人员组成，负责加强与金融
机构的协调，督促各家银行加大信贷投
放，降低融资成本，强化金融保障。

“深化合作，银企互动，精准对接，确
保双赢。”在金融服务组办公场地的墙壁
上，16 个大字格外醒目。据了解，金融服
务组分行业摸排出全市企业的融资需求，
实行点对点推送、对接。并将各家银行落
实金融服务问题清单情况及时进行通报。

今年第一季度，全市新增贷款较年初
增长 100.8 亿元，2019 年全年才增长 145
亿，企业贷款 76.41 亿元，为 1619 家首贷
企业发放贷款14.59亿元，3月份贷款利率
比 1月降 1.06个百分点，共为企业减少成
本841.9万元。

2个月：
崛起防疫物资生产“怀化军团”

走进湖南圆梦医疗器械公司生产车
间，机器轰鸣，员工在生产线上熟练地操
作。这是怀化应对疫情招商引进的防疫
物资生产企业，从审批注册到投产仅花一
个多月时间。

“即使不发生疫情，医疗器械注册往
往需要 6 到 9 个月时间，拿到医疗器械注

册证后还需办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方
可投入生产，又需要花几个月时间。”公司
负责人苏靖雯说。

怀化市行政审批“两需求一贯通”办
公室认真研究湖南省药监局开辟的应急
审批“绿色通道”的有关政策，督促协调怀
化市市场监管局、怀化高新区等部门特事
特办，市内审批一路绿灯。同时，组建两
套专班，一路人马向上对接，一路人马蹲
守现场，指导企业严格按照技术规程抓建
设。

采取按照同样的审批、建设流程，怀
化已有2家一次性使用外科口罩与医用外
科口罩生产企业投产，2 家医用医护口罩
企业、1 家医用防护生产企业取得医疗器
械注册证，6 家红外线体温计生产企业已
纳入湖南省药监局应急审批“绿色通道”，
正在办理医疗器械注册证。短短2个月时
间，实现了从零到防疫物资生产“怀化军
团”的崛起。

打造政策项目资金流向“怀化洼地”，
是怀化行政审批“两需求一贯通”办公室
政策落实工作组的工作重点之一。他们
对中央、省在疫情防控期间出台的各项宏
观政策措施进行研究分析，制定符合怀化
实际的贯彻落实措施。集中力量，抢抓机
遇，精准发力，科学谋划包装并落实好项
目。截至目前，全市已向上申报项目 756
个，涉及资金 469.03 亿元，已落实项目
154个，到位资金55.67亿元。

治理行政审批难，深层次是“治官”。
该市认真分析行政审批和金融服务

的难点症结，发现有部门和干部不愿担
当、不敢担当的问题，是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作祟。

为保障行政审批“两需求一贯通”顺
利推进，怀化市纪委监委先后发出11张监
督函，调度县纪委监委、监督检查室和派
驻纪检监察组，对 2个县市、9家单位工作
相对滞后等问题展开核查，严惩其中的不
担当、不作为的人和事，充分发挥监督保
障职责。

“两需求一贯通”，疏堵点，攻难点，复
工复产复业按下“加速键”。目前，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和市级以上重点项目开
复工率均达 100%。今年一季度，该市复
工复产率在全省排名前列，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6.8%，排名全省第一。

推行“战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条条
框框少了，审批流程优化了，激发了全民
创业热情。截至目前，在抗疫的严峻形势
下，怀化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8233 户，其中
新增企业1994户（合外资4户），新增个体
工商户6236户。

2月 21日，“夺取‘战疫情、抓发展’双胜利——怀化市 2020年重点（产业）项

目集中开工暨项目签约仪式”举行，按下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快进键。

雷鸿涛 摄

永州金洞管理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