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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张颐
佳）近日，在长沙市政务中心大厅多了
一个醒目的窗口——复工复产政策兑
现专窗。这是该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助力经济复苏的一项新举措，受到
企业好评。

今年疫情发生后，为帮助企业复工
复产，各级各部门出台了多项优惠政
策，支持力度大、涉及领域广、政策类别
多。长沙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魏华松
说，开设复工复产政策兑现专窗，是为
了方便企业办事，避免多头跑、多次跑、
兑现难，让复工复产政策尽快落地。专
窗开设后，企业可实现“五个一”，即一
次告知、一次申报、一次受理、一次联
办、一次兑现。

长沙江城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人袁超告诉记者，根据现在各级各相
关优惠政策，他们公司可以申请电价优
惠、水电费缓缴、税收减免、市场进场费
减免、部分贷款贴息、线上销售本地农
产品补贴、农业补助、招工补贴以及缓
缴养老、失业、工伤保险金等，要分别找
发改、水务、电力、税务、农业农村、工
信、商务、人力资源等多个部门，办起来
十分复杂。现在通过复工复产政策兑现
专窗，一次提交多项申请材料，一次可
办理完成，非常便捷。

同时，为了让企业“一次都不
跑”，长沙市还在“我的长沙”APP和
微信小程序中，开设了“复工复产兑
现一件事一次办”专栏。办事人员可
通过手机一键进入专区，一览6大门
类56项“复工复产政策兑现”服务，

线上申请办理。这样，企业可把更多时
间和精力集中用于抓生产经营，尽快回
归发展正常轨道，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双胜利。

5月9日，湖南金达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负责人刘华夏在长沙市政务大厅复
工复产政策兑现专窗，办理了中小企业
贷款贴息事项，25分钟就完成了全部材
料填写、申报。她竖起大拇指说：“我要
为长沙有这样优渥的营商环境，点个大
大的赞！”

长沙开设复工复产政策兑现专窗

多项申请一次办结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张
颐佳 通讯员 李双妍）今天，长沙市开
福区金霞经开区商会成立，171 家会
员单位代表聚集一堂，共谋发展。

长沙金霞经开区是长沙经济建设
主战场之一，入驻企业已达 8000 余
家，其中“四上”企业214家。受疫情影
响，企业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园区管委
会主任康镇麟说，为帮助企业复工复

产，园区努力创优服务环境，充分发挥
中央、省、市、区政策叠加作用，已两次
累计兑现2761万元用于暖企纾困。

金霞经开区商会成立，是为了抱
团取暖、资源共享，切实激发企业自主
自觉化危为机的内生动力，推动园区
经济健康发展。湖南新亚胜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军当选为第一届会
长。

开福区金霞经开区商会成立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5月2日10时，气温接近30摄氏
度。蓝山县皮具箱包科技产业园奇秀科
技项目建设工地，打桩机、挖掘机轰鸣。

测绘员欧阳磊和同事顶着太阳进
行测绘，确定打桩位置，后背被汗水浸
透。不远处，打桩机启动，项目经理钟
得银详细记录管桩位置、编号和桩深。

蓝山县皮具箱包科技产业园是该
县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承接皮具
箱包产业转移的省重大产业项目，规
划用地4200亩，总投资60亿元。受疫
情影响，奇秀科技项目年后复工计划
被打乱。“五一”期间，负责人夏成亮组

织施工方实行全天候施工。
奇秀科技 B 栋厂房区域，236 根

管桩已安装到位，桩基承台混凝土浇
筑已完成，检测工程师许望群用锤子
敲击管桩横切面进行低应变检测。为
确保施工质量，抢抓工期，夏成亮通知
第三方检测公司连夜赶到蓝山，一大
早开展桩基检测。目前，奇秀科技工地
已安装 520 多根管桩，厂房大梁浇筑
即将展开。

蓝山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齐新华
介绍，园区采取“边建厂边生产”的办
法，目前，多家皮具箱包企业已提前入
驻生产。该县抽调20多名党员干部进
入工地服务施工，预计二期厂房 6 月
竣工，比计划提前1个多月。

战高温 抢工期

乡镇污水处理全覆盖
沅江可日处理污水1.05万吨，视频实时监控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龚柏
威 通讯员 黄拥军）5 月 12 日，记者在
沅江市草尾镇污水处理站看到，尾水排
放池清澈见底，水流经管道入沟渠，直
接用于农田灌溉。镇党委副书记刘哲安
说，有了污水处理站，镇区生活污水全
部由管网收集，集中处理后排放，一天
可处理污水 2500 吨。工作人员在视频
监控室，对污水处理过程进行实时监
测，确保污水处理站安全有序运行。

近年来，沅江市按照洞庭湖生态环
境整治攻坚战整体部署，大力推进乡镇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该市通过向上级争
取项目资金、融资、地方财政投资，筹集

近3亿元，用于乡镇污水处理站建设。全
市 10 个乡镇、1 个街道，共建污水处理
站 18 座，铺设管网 181 公里，实现乡镇

（街道）污水处理站全覆盖，纳污范围覆
盖各乡镇（街道）集镇建成区。污水处理
覆盖区域实行雨污分流，18座污水处理
站可日处理污水1.05万吨。

据了解，沅江市将乡镇（街道）污水
处理站及配套管网建设、后期运营管
理，纳入小城镇建设、河长制、农村黑臭
水体整治等考核体系，明确各相关部
门、乡镇（街道）的职责。由市住建局牵
头，联合相关单位，对乡镇（街道）污水
处理站科学合理选址，建设项目采取设

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形式，进行公开招
标。

2018年12月，沅江市18座乡镇（街
道）污水处理站同时动工建设。为确保
建设工程优质高效，该市严格坚持出水
排放标准，污水经处理后水质须达到一
级 A 类标准；严格把好施工质量关，对
地质条件较差的选址采用拉森钢板桩
施工；严格落实污水收集指标，今年大
通湖流域沅江范围乡镇集镇建成区污
水收集率要求达到80%以上，其他乡镇

（街道）集镇建成区污水收集率达到
75%以上。目前，全市 18 座乡镇（街道）
污水处理站运行正常。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欧阳林 杨莎莎

5月14日，汨罗市循环经济产业园
湖南龙舟农机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
在有条不紊地装配侧深施肥机。公司董
事长王术平介绍，今年来，已销售施肥
机8000台，超过去年一年总量。

龙舟农机是汨罗市以农机生产和
销售为主的高科技企业。经近20年发
展，其产品覆盖 20 多个省份。今年抗
疫期间，侧深施肥机销量逆势上扬。

这是怎么做到的？“国家政策、本
地支持、市场成熟等原因吧。”王术平
告诉记者，国家要求粮食主产区单季
稻改双季稻，加上粮价提升，调动了农
民种粮和购买农机的积极性；疫情防
控期间，汨罗干部主动当“店小二”，帮
助公司早日复工复产。

记者在生产车间看到，施肥机外部
简单，由一根长的白色空心管配以短管

而成，看似剥了皮的树枝。“这可是侧深
施肥机的核心装置呢。”车间主任刘亭
说，“侧深施肥机的心脏就是施肥机构，
它的转速决定了施肥量，肥料通过螺杆
精准施到田里，就像打针一样。”

能提高水稻产量吗？记者问。
“能！经过市场检验，使用侧深施

肥的农田，可增产10%至20%。”公司
员工邓小玲称，“使用侧深施肥，能将
肥料一次性定量、均匀地施加在距离
秧苗根部 5 厘米左右的位置，供整个
水稻生长过程需要。”

“侧深施肥技术还成功入选国家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 2018 年十项重大
引领性农业技术。”刘亭骄傲地说。

今年预计销量如何？
“数量不好估计，但我敢肯定，施

肥机越来越俏啦！”公司生产部部长杨
铁锰说，“现在工人每天在加班加点生
产，经销商催业务员，业务员催我们，
目前产品供不应求。”

提产量，给稻田“打针”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田
育才）5月14日上午，张家界市政府与
中国移动湖南有限公司、中国电信湖
南分公司、中国联通湖南省分公司、中
国铁塔湖南省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共同推进5G建设，支持张家界利
用旅游城市特点，超前布局5G基础设
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打造全省5G旅游
新名片。

根据协议，移动、电信、联通、铁塔
4 大电信运营商将把张家界作为 5G
建设及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优先布
局区域性和城市节点重大项目，建成
一批在全省具有影响力的行业标志性
示范项目。2020 年至 2022 年，4 大运

营商将分期投入 5G 建设资金 22 亿
元，其中2020年投入10亿元，完成张
家界市 5G 智慧(旅游)走廊项目建设
及市主城区（永定、武陵源城区），慈
利、桑植县城区，天门山、武陵源核心
景区、大峡谷景区等重点景区，张家界
高新区、旅游商品产业园等重点园区
5G 覆盖。力争到 2022 年，5G 覆盖全
市城区、景区、园区、交通线、集镇、旅
游乡村，基本实现全域覆盖。

据介绍，此举不仅将有力推动张
家界市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5G融合创新应用水平，也将为张家界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智慧
旅游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张家界全力打造5G旅游新名片通讯员 段惟杰

5 月 9 日，笔者在
洪江市大崇乡岩脚村
见到段祖乾时，他正在
为消防员考试做准备。
今年刚满 18 岁的段祖
乾个子颇高，白净的脸
上 透 着 一 股 韧 劲 。他
说：“我从小就想成为
一名消防员，为保护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做贡
献。”

在岩脚村，村民们
称赞段祖乾是一位好
青年，勇敢、仗义。还在
读书时，段祖乾就表现
优秀，多次获奖。10 岁
那年，他奋勇扑灭一场
山火，被村民称为“救
火英雄”，上级给予表

彰，媒体也广为报道。
2011 年 2 月 7 日，段祖乾和奶

奶到家后面山上砍柴。村民段承亮、
段国建、易发发也来到这里，准备对
承包的10亩造林山进行“

练山”，烧掉枯枝杂草。段承亮
等人各在一边烧火，一时风起，火顺
势而上烧进村子。正在砍柴的段祖
乾看见，连忙大喊：“火上山了！”他
一边喊一边砍下一根树枝扑火。段
承亮等人也慌了手脚，一边打电话
向村里求救，一边和段祖乾一起奋
力扑火。经一个多小时奋力扑救，大
火终于被扑灭，上游千亩山林安然
无恙。从村里赶来的村民看到变成
小花脸的段祖乾，夸他是“扑火小英
雄！”

2013年8月13日下午，岩脚村
一丘未收的稻田里的稻谷，被一位
村民烧干稻草时烧着。正在田里拾
禾穗的段祖乾用打滚的方法，几分
钟将火灭掉。当地村民说：“这个小
家伙天生会灭火，长大了干消防
去。”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那以
后，段祖乾立志当一名消防兵。

段祖乾激昂地对笔者说：“今年
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很多人冲锋在
前，我心里都痒了。2月10日，我从
媒体看到怀化消防救援支队的招聘
公告，热血沸腾，决心应聘。”当时客
运班车停开，段祖乾急得直蹬脚，他
对家人说：“岩脚到黔城有 80 多公
里，就是走路，我也要走过去报名。”
看到他来了劲，全家人给予支持。爷
爷段德生给在托口中学当老师的女
婿龙贵联系，让他开私家车送段祖
乾去报名。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张爱众 张南

5 月 14 日，全国
“学习强国”首个学习
课堂在桑植县八大公
山镇细砂坪学校挂牌
启用。

一个位于湖南最
西北的乡镇，一个学
生中留守儿童过半的
山区学校，为什么会
受 到“ 学 习 强 国 ”青
睐？原来，这是张家界
市狠抓“学习强国”推
广覆盖，注重实践实
效再创新的结果。

走进八大公山镇
细砂坪学校，桐子花
开满树，校园书声琅
琅。去年，这里诞生了
全国“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挑战答题赛全国
冠军张盈富。

张盈富是细砂坪
学校校长。他说，学校
掀起了“学习强国”学
习热潮，目前人均积
分位居全县教育系统
前列。

今年初，为开展
教育扶贫、推进平台

向线下延伸，“学习强国”决定以“学
习达人”张盈富所在的细砂坪学校
为试点，建设全国首个“学习强国”
学习课堂。

“有视频、有动画、有游戏，特别
有趣。”在七年级学习课堂试点班，
教师利用智能化班班通教学，学生
聂娟直呼“好玩”。

“‘学习强国’是个好帮手，让山
里农村娃也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
源。”学习课堂四年级试点班老师黄
秀丽告诉记者，“学习强国”平台非
常重视“育新人”，在教育频道设立

“中小学课堂”栏目，集纳全国各地
从小学到中学各科优质名师名校教
育资源，深受师生及学生家长欢迎。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
起步。”张盈富动情地说，他的梦想
和事业从这里起航，希望学生们不
负众望，让梦想从“学习”开始。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张佳伟 周
玉意 宁西）“我要认真执行每天的复
习计划，争取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
听取阳正旺老师谈话后，邵阳市二中
高三学生曾文（化名）信心满满地说。

受疫情影响，曾文的学习计划被
打乱，在备考关键时刻出现焦虑心理。
阳正旺及时对他进行心理疏导，指导
他调整复习计划。

阳正旺是邵阳市二中政治学科高
级教师，从教 20 多年来，潜心钻研励
志教育，通过学科诊断、个别辅导等，
帮助 320 余名学生考入 985、211 高

校，被学生称为“贴心朋友”。今年受疫
情影响延迟开学，部分学生出现消极
备考、过度紧张、跟不上复习节奏等现
象。高考、“学考”在即，阳正旺忙着为
100多名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阳正旺采取谈话优先、辅导优先、
提问优先的方式，与学生建立“师生+朋
友”关系。发现学生心理出现不良苗头
时，他及时找学生谈话。每次疏导前，阳
正旺对学生成绩、日常表现进行分析，
让学生自己找出存在的问题。根据各学
科不同特点，和学生一起探讨、制定有
效的复习计划，让他们重拾信心。

“贴心朋友”疏导学生

5月14日，道县白马渡镇青口村，工作人员在潇水河滩涂上清理拆除“迷魂
阵”渔网。当天，该县河长办联合镇村两级河长及河道警长开展联合行动，集中
清理拆除“迷魂阵”渔网和地笼网，保护渔业资源和河道生态环境。

蒋克青 何丽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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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东江库区的资兴市白廊镇白廊村，工作人员在拆除养殖网箱。为保
护东江湖水质，资兴市从2011年起有序实施东江湖网箱退水上岸工程，引导养殖户
转型发展。5月，该市又启动东江湖网箱退水上岸集中攻坚行动，预计在7月前依法
拆除东江湖内的最后3000口网箱。 朱孝荣 摄

清理地笼网
保护河道生态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蒋
睿 通讯员 郭小康 谭泽豪）5 月 11
日，40名新疆吐鲁番籍学生告别韶山
市实验中学师生，返回原籍地备战中
考。3年前，他们跨越3400多公里，从
吐鲁番来到韶山学习生活，组成全国
首届“援疆初中班”。

韶山市实验中学校长赵强介绍，
这些孩子刚来韶山时只有十二三岁，
学校倡导建立班主任和生活辅导老师

“准家长化”工作制，老师们当起了这
些孩子在韶山的“爸爸妈妈”，悉心照
顾他们的学习生活。学校还为他们改
建教室、学生公寓和食堂，建设电话亭

便于他们和家人联系，并选配优秀教
师担任这个班级的任课老师。

得知毕业班的孩子们将返疆备
考，湘潭市原第八批援疆工作队队
员和湘潭市清风义工特意为这些新
疆娃送来馕饼、烤全羊、水果和粽子
等美食，让他们提前感受家乡的味
道。

5月初，根据吐鲁番当地政府部门
要求，“援疆初中班”40名孩子需返回
吐鲁番统一备战中考。为保障孩子们
下阶段的学习，韶山市实验中学派出
语数外3门课程的老师一同赴疆，继续
辅导他们。

韶山首届“援疆初中班”
学子返疆备考

拆网箱
护绿水

拆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颜石
敦 通讯员 彭广业 杨庆）5月8日，桂阳
县雷坪镇陈溪村村务公开栏前围了不
少群众，刚张贴的公示表显示哪些人是
低保户、残疾户、五保户，领取多少补
贴，写得一清二楚。

“以前，有些村民总觉得村干部把享受

惠民政策的人藏着掖着，有以权谋私、优亲
厚友的嫌疑。现在公示表上一目了然，谁也
没有闲话。”陈溪村村民邓大松说。

今年3月，桂阳被省纪委选定为全省
5个探索实施扶贫领域监督清单制度试点
县之一。该县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出台扶贫领域“一县一清单”

制度。县纪委监委按照“一县一清单”制
度，联合县财政局、审计局和农业农村局
成立督查组，对全县村级财务审计情况进
行督查，发现16类87个问题。督查组督促
相关单位重新规范财务公开事项，逐笔细
化，甚至相关附件也要公开，让群众参与
监督扶贫政策落实全过程。

截至目前，全县398个村（社区）惠民
资金明细全部张榜公示。桂阳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张久辉说：“公开
是最好的监督，群众放心，干部省心。”

桂阳惠民资金全公示
探索实施扶贫领域监督清单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