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喇叭”有大作为

武陵源景区水木潇湘民宿。 陈敏捷 摄 4 月 19 日，俯瞰武陵源区宝峰湖景区，峰峦叠翠，碧水如镜。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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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武陵源区黄龙洞景区，情景表
演给黄龙洞增添了神秘色彩。 杨旭 摄

矗立在悬崖边的百龙天梯蔚为壮观。曾祥辉 摄

武陵源天子山风景区御笔峰。 彭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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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6月23日至24日，省
市场监管局督查组赴郴州督查“一件
事一次办”“企业登记注册”“互联网+
政务服务”等商事制度改革深入推进
情况，提出聚焦“六稳”“六保”任务，以
公正监管维护公平竞争，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企业注册、公章刻制、申领发票 3
个环节压缩至 3 个工作日以内；企业

注销“一网”服务；力推知识产权便利
化改革和公共服务下沉；对符合各地
复工复产规定的个体工商户，无须批
准即可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对申
请核准完成的，可在线领取电子营业
执照；对纸质证书提供快递免费寄送
服务，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可领到生产
许可证……眼下，全省商事制度改革
持续深化，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迸
发。

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刘湘凌介
绍，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力度探索实施
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开展“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试点、提升“互联网+政
务服务”“一件事一次办”水平。放宽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场所限
制，便利各类创业者注册经营、及时享
受扶持政策。紧盯食品、药品、特种设
备、重点工业产品的安全监管，服务经
济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刘永
涛 王晗 通讯员 李春燕）迅速发展的碳
基材料与集成电路产业，是重大工程建
设、新型产品制造的重要支撑。6月23日，
湘江基金小镇开展“智汇湘江·科创新区”
碳基材料与集成电路产业专场投融资对
接，搭建企业向资本市场全面展示的对
接窗口，助力企业与资本精准对接。

金阳烯碳、富栊新材、天羿领航、
医家智烯、芯连心、安牧泉6家企业，聚
焦石墨烯材料、金属纳米材料、传感

器、芯片等领域。在对接会上，这些企
业进行项目路演。兴湘新兴产业基金、
启赋资本、玖玥泉基金、海捷投资、达
晨财智、博将资本6家主投电子科技与
材料产业的创投机构参与点评，现场
给出意向投资共计1.6亿元。

投融资对接活动承办方湖南湘江
新区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吴汉颖表示，碳基材料、新一代半导
体、集成电路产业均处于科学研究和
开发的前沿，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开展专场投融对接能够有效推动优秀
项目、高端人才和金融资本的互动对
接，加快打造本土龙头企业。

据了解，湘江基金小镇依托湘江新
区产业优势，借力“湘信融”中小微企业
融资服务平台，瞄准智能网联汽车、人
工智能、信息安全及自主可控、新材料
等前沿科技，在资本方、项目方、创投圈
架起产业与资本合作的桥梁，提升资本
与项目对接的效率和成功率，为基金机
构和产业发展双向赋能。

湖南日报6月 24日讯(记者 肖
军 通讯员 米承实 杨必画)今日下
午，连续 3 天没有睡个囫囵觉的怀化
市洪江区桂花园乡纪委书记晏勇等
人，在该乡渔梁村 6 组地质灾害点巡
查时，发现 2 天前举家搬到安全地带
安置的雷满秀一家 3 人返回了家中。
他们马上督促其一家人又搬到安全地
带。在怀化，有 1200 余名纪检监察干
部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

进入主汛期以来，怀化市纪委监
委闻汛而动，未雨绸缪，加强对防汛工
作纪律、责任、措施、命令等执行情况

的跟进监督。6 月 8 日，市纪委监委组
成26个暗访组，集中对13个县市区防
汛指挥部、地质灾害管理部门、乡镇防
汛值守、地质灾害点监测等情况进行
暗访。13个县市区纪委监委同步对当
地值班值守、地质灾害点监测等情况
开展检查。

6 月 21 日起，入汛以来最强降雨
肆虐怀化，市本级和各县市区纪检监
察机关分别安排2名干部进驻防汛指
挥部全程监督，督促防指成员单位第
一时间落实防指命令。市县两级纪委
监委派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牵

头，组织 20 余支监督小组，深入现场
对防指成员单位、乡村落实防指命令、
值班值守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
即督促整改。

纪检干部既当监督员，又当战斗
员。6月23日，芷江禾梨坳乡纪委督查
发现，高塘坡村芷梅冲组水库溢洪道
栏栅未及时拆除。乡纪委书记杨才勇、
副书记郑明冒雨组织村干部、水库管
护员现场督促拆除，清除溢洪道杂物，
保证泄洪顺畅。洪江区纪委监委联系
的桃李园社区严重内涝，工作人员迅
速转移群众1093户3287人。

湖南日报6月 24日讯(记者 肖
军 通讯员 周晓鹏 伍交才)“正宁村
马兰溪水库附近地质灾害点发现险
情，请火速支援……”6 月 24 日凌晨，
接到救援电话，溆浦县低庄镇党委迅
速组织 10 多名党员干部冒着暴雨赶
到现场，紧急转移11名群众。

6 月 23 日晚间起，溆浦县迎来新
一轮强降雨。截至24日上午9时，全县
12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
5738人，紧急转移安置562人。

针对本轮强降雨，溆浦县委、县政
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
第一位，切实履职尽责。6 月 22 日，该
县压缩县人大、县政协会期，迅速落实

“县级领导包乡镇、乡镇领导包村、村
干部包组、共产党员包户”要求，组织
党员干部奔赴抗洪抢险一线，巡查值
守，排险除险，转移群众。同时，按照网

格化管理规定，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
塘水库、溪河两岸、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点、中小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
重点部位进行全面彻底排查。6 月 24
日8时20分，龙潭镇竹园村安全巡查
员在该村10组、11组地质灾害隐患点
发现险情，镇村干部迅速上门动员，将
附近15户22名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
地带。

汛情就是命令，安全就是责任。6月
23日晚，暴雨袭来，葛竹坪镇党员干部
连夜将金石、岚水江等 6 个地质灾害
隐患点48户149人安全转移，并保障
转移群众有热水喝、有热饭吃、有被子
盖。24日，322省道龙庄湾乡漆水湾处
发生山体滑坡，巨石和坍塌的泥土阻
断公路，人车无法通行，该乡党员干部
立即设立安全警示牌，加强巡逻值守，
劝导行人和车辆注意安全。

12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赵志
高 通讯员 祝继冠 刘杰华)“近期持
续有强降雨，暴雨、局部雷暴雨不断，
居住、工作在有安全隐患地方的人员
要及时转移，注意防水防雷防电防滑
坡，尽量减少出行。”6月23日7时许，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1496 个“村村
响”广播一同响起，发出防汛预警。

近年来，靖州高度重视农村应急
广播建设，先后投入580多万元，建成

“村村响”县、乡、村级播控平台各 1、
16、124个，广播接收终端1496个，做
到全覆盖，开通率达100%。

6月23日，靖州迎来新一轮强降雨，

最高雨量达到155毫米。该县第一时间启
动“村村响”，滚动播出水情预报、路况信
息、洪水预报、遇水自救知识、转移命令通
知等，将信息传达到每个村每个角落。

当天7时许，靖州三锹乡集镇区一
片汪洋，交通瘫痪。联乡县领导指示：“打
开‘村村响’广播，发布紧急通知。”1分
钟后，乡广播站广播员迅速通过“村村
响”发布紧急通知，调度、指挥防汛抢险。
短时间内，589 名群众、50 余辆车辆、
200多头牲畜被安全疏散转移。

“‘村村响’关键时候发挥了应急
功能，‘小喇叭’真有大作为。”靖州防
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说。

湖南日报6月 24日
讯（通讯员 周云峰 记
者 杨军）面对 6 月 22 日
以来出现的强降雨，安化
县水利、自然资源、交通
等部门组成 5 个小组，分
赴23个乡镇和城南区、经
开区，重点督查水库、山
洪地质灾害多发点、挖砂
船及附属船舶停靠点值
守人员到岗到位情况和
小型水库、小水电站防汛
情况。同时，启动地质灾
害应急Ⅲ级响应。

安化县是我省三大暴
雨中心之一，全县共有地
质灾害点 900 多处，局地
极端天气出现较多，6 月
至 7 月中旬是防汛关键
期。6 月 18 日，该县召开
山洪灾害防御及水库防
守培训视频会，要求压紧
夯实责任，抓好重点人

群、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山洪灾害防
御与水库防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切实增强居民防汛意识，提高应对
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6月21日，该
县再次召开防汛会商会，要求各乡
镇和相关部门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
侥幸心理，做好防大汛、抗大灾、抢
大险准备，细化措施，提前做好江河
湖库防汛调度，加强值班值守，警惕
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
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次生
灾害。

21日深夜，安化县防汛办通过
电话、视频抽查 23 个乡镇和城南
区、经开区、8座水库行政或技术责
任人及2个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值
班情况，次日将结果在县防汛抗旱
微信群内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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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文静 陈银生

6 月 24 日清晨，一条微信出现在
安乡职业中专纪检书记谢玉安的手机
上。这条由1709班周同学的家长通过
学校微信平台发出的微信，就“学校另
收46元口罩费”一事进行询问。

谢玉安当即回复：“校纪检室马上

派人调查，请家长放心！”
谢玉安随后致电学校后勤处：“学校

收了口罩费？”对方肯定回答：“没有啊！”
谢玉安挂断电话，心想：莫非是年级组自
作主张滥收费？他把年级组3位负责人
喊来询问，结果都没收取口罩费。

“熊老师，你来看一下这条微信！”
谢玉安对着手机说。

“班级没收口罩费，你们可以找学
生调查啊。”班主任熊老师说。

谢玉安快步走进教室，调查结果
惊人一致：没收口罩费。“问题就出在
学生自己身上！”谢玉安作出判断。原
来，周同学是一个留守孩子，痴迷手机
游戏，生活费挥霍了一大截，不得已罗
列名目找家里要钱……

谢玉安一边交代班主任对学生进
行教育，一边回复家长：“欢迎多提意见。
学校决不乱收费，口罩全部免费发放！”

一场“口罩费”风波

聚焦“六稳”“六保” 优化营商环境

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施泉
江 通讯员 陈自德 汪丹）今天上午，由湖
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主办，常德市消防救援
支队承办的“水上蛟龙护沅澧”水上救援
演练暨装备展示直播活动在常德举行。

据了解，此次网络直播活动主会
场设置在柳叶湖司马楼附近水域，主
要由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水域救援专

业队作水域救援装备展示，水域救援
装备展示和舟艇编队行进，水上冲锋
舟“S”型驾驶，橡皮艇“O”型驾驶、“O”
型快速救援，无动力翻舟自救等项目。
特别是在水上机器人现场演示环节，
当消防员用遥控器指挥机器人迅速安
全救回一名落水者时，让许多网友眼
前一亮，纷纷发表评论点赞。

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水域救援专
业队成立于2019年7月，主要担负沅
水、澧水两条主要河流的抗洪抢险任务，
近年来，积极探索拓展常德水域救援特
色练兵模式，打造了一支水上救援尖兵。

据统计，此次直播同步观看人数40
余万，在线总阅读量200余万人次，转发
4万余次。

我省举办水上救援演练暨装备展示直播活动

助力企业与资本精准对接
金阳烯碳、天羿领航等6家企业获得意向投资1.6亿元

既当监督员 又当战斗员

怀化1200余名纪检干部赴一线抗洪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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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源是湖南省旅游的名片，是张家界
的核心景区，拥有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
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世界“张家界地貌”
命名地、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中国首
批A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文明风景区、首
批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等响亮的“金字招
牌”。武陵源自然景观以独特的张家界地貌
景观为主，以喀斯特岩溶景观为辅，兼有大
量地质遗迹地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生
态价值和科学价值。同时，作为土家族为主
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古朴的民俗、浓郁
的风情与秀丽的自然风光相得益彰。

奇绝冠天下，醉美武陵源。从“养在深闺
人未识”到“天下谁人不识君”，张家界武陵
源给世人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近年，
武陵源全面提升旅游软硬件服务水平，加速
文旅融合步伐，让武陵源成为中外游客心驰
神往的旅游目的地。

十大文旅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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