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务微店”：便民暖民有温度

“以前开个小店，前前后后不仅

要跑工商、食药、城管、住建等多个部

门，填写一堆烦琐的表格，还要等二

三十天。现在办理了‘一件事一次

办’服务套餐，我只跑了一趟街道办

事处，不到一个小时就搞定了！这在

以前真不敢想！”2020 年 6 月 16 日，

在武陵区芙蓉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准

备开早餐店的市民周先生即来即办

拿到了营业执照，他十分激动，连连

称赞。全省“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的

号角吹响以来，常德市武陵区按照

“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次就

好”的总要求，精雕细琢打磨出“政务

微店”这一武陵政务服务品牌。

武陵区在全省首创“政务微店”

服务模式，它集“小”“近”“信”“简”

“通”五大特点于一体，采取线上线下

双中心运行的政务服务模式。线上

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使企

业群众办事如“网购”般便利。线下

以乡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中

心为载体，内设综合服务窗口，对重

点民生领域公共服务事项和行政许

可事项实行一窗受理，极大地提升了

群众的体验感和便捷度。

“政务微店”对 12 项群众最关注

的“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和 44 项重点

民生领域公共服务事项、2 项行政许

可事项实行综合受理，以小微店服

务大民生。“政务微店”以街道、社区

便民服务中心为载体，设置 3 个综合

服务窗口，通过将窗口设置在离群

众最近的地方，让街道、社区便民中

心成为政务服务的主阵地，实现就

近办理、立等可取，让群众在家门口

感受政府服务就在身边。“政务微

店”通过一次性告知许可条件，引导

企业群众自我审查，对填写《许可告

知承诺书》，承诺符合审批条件的企

业群众，予以承诺制审批。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通过承诺制改革，申办

材料由原来需提交的 10 项缩减为 5

项，办结时限从 10 个工作日变成即

办即发，让群众享受到信用社会建

设的红利。

“政务微店”：助推复工复产

芙蓉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作为最

早试点的线下“政务微店”，自运行

以来，频频赢得了办事企业及群众

的高度点赞。明亮整洁的办事大厅

里，有序地摆放着“政务微店”运行

制度改革的政策宣传资料、办理各

事项需要提交的材料清单、办事指

南，方便群众了解取阅。除综合服

务窗口实行一窗受理，大厅里的自

助服务终端一体机也可实现自助办

理。该一体机可向居民提供自助查

询和业务申报服务，涵盖社保、不动

产证明、公积金查询等政务服务事

项，也可办理缴纳交通违章罚金、水

电费等民生事项。此外，武陵区还

利用自主研发的“一事一评价”系

统，让企业和群众能对综合窗口受

理、办结等服务进行现场评价，经过

数据分析，系统梳理政务服务存在

问题，随时改进提升服务水平。据

悉，目前将在全区 14 个乡街、20 个

社区设立这样统一标准的“政务微

店”，办理公共服务事项和个体工商

户注册登记等事项试点，2021 年再

覆盖全区其他村（居）社区。

“以前办理相关证照，至少需要

半个月以上时间，左审核右考察，这

样让我的创业激情大受打击。现在

好了，办证如此简单，真是一件好事，

必将有利于助推复工复产和全民创

业。”前来办理了证照业务的周先生

高兴极了。从常德市武陵区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了解到，今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2 月至 4 月，新增经营业个

体数较往年下降80%。5月份经济复

苏，市场回归，加上政府推出“政务微

店”，经营者不必花更多时间跑外围，

跑政府部门，只需要一次性提供相关

材料，跑一次就能够解决。开办“政

务微店”，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

减轻企业和个体工商业主的时间及

经济负担，全力助推全区的复工复产

工作。

本土制造：“高大上”就在身边

据了解，为“政务微店”提供软硬

件支持服务的湖南北电正光科技有

限公司，是 2017 年 12 月经常德市武

陵区区委区政府招商引资，入驻武陵

区移动互联网产业园的本土企业。

“自疫情发生以来，业务量逐渐下滑，

陆续已有十来名员工离职了。”公司

负责人邹哲介绍说，“中标‘政务微

店’建设项目，让我们看到了公司复

苏的希望！我们一定提升服务能力，

以更奋进的姿态，为地方经济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来回馈政府对我们的支

持。”

本土技术，本土制造，用本土的

产品服务本土经济，“高大上”就在常

德市武陵区，就在广大居民的身边。

“政务微店”的开展是对电子政

务国产化替代的大胆探索。“从‘政务

微店’试点运行情况来看，目前我们

所用的国产软硬件产品适配状况良

好，以后只会越来越好的！”常务副区

长陈支文以一种高屋建瓴的长远眼

光，表示对电子政务国产化替代充满

信心。

“政务微店”与本地企业的联袂，

打造了本地化服务的双赢模式。强

大的本地化服务覆盖网络、经验丰富

的服务团队和本地化特色的服务方

法，最大限度地解决进口品牌厂商远

水不能救近火的矛盾，在及时响应

“政务微店”技术支持需求的同时，也

提高了企业的服务形象，有效地解决

地域性服务差异造成的不良影响，形

成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张 敏 赵雪英 刘 芳）

常德武陵区：
“本土制造”+“政务微店” 助推复工复产

去年以来，常德市武陵区在全省范

围内率先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创办

“政务微店”，以小微店做民生大文章非

常接地气，而且，微店运行所使用的软

硬件及技术支持服务，全部实现国产

化，产品和管理系统都来自于本土企

业，两项硬核举措引得广大市民关注并

有效推动武陵区“后疫情时期”的复工

复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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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强 刘追鸿 黎正坤 肖 红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邵阳县梅
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梅溪嘉园的
社区广场上一片欢歌笑语。休闲的
居民或翩翩起舞，或悠然漫步，一幅
充满诗意的生活画卷徐徐展开。

“这里生活真的很舒心。”6 月 17
日夜晚，在梅溪扶贫车间工作的李鲜
英下班吃完饭后，就与邻居们说说笑
笑，一起去广场跳舞。

梅溪嘉园位于县城新开发区中
心区域，占地 72亩，有 26栋楼房。小
区干净整洁，树木成荫，设施俱全，配
建了党群活动中心、管理中心、就业
服务中心,卫生室、警务室、爱心超市
……

从忧居到安居，从山沟到城镇，
从下田到上班……易地扶贫搬迁改
变了邵阳县 3163 户 11547 人的生产
生活，他们挪穷窝、换穷业、斩穷根，
大步奔小康。

挪穷窝
此心安处是新居

自从搬进邵阳县岩口铺镇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新家，余定军脸上
的笑容多了。今年55岁的余定军，曾
经 住 在 离 安 置 点 几 十 公 里 的 大 山
中。那里山高路远，道路崎岖，一家
四口住在土坯危房中，条件非常简
陋。2018年底，余定军一家搬进了安
置点，住上了 100 平方米三室一厅的
新房，成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受益
者。

“新房子有客厅、厨房，还有厕
所，设计合理，就医上学都很方便！”

站在岩口铺火车西站的广场上，余定
军指着站楼左边那一栋栋白墙黛瓦
的新楼高兴地说。

在政府的帮助下，余定军承包了
附近一片荒山搞起了养殖业，共养了
500只土鸡、20多箱蜜蜂，“效益还不
错。”他妻子则通过公益性岗位就业，
成为一名社区清洁工，两口子每月有
5000多元收入。

山上种上“致富果”，山下住进
“安心窝”。说起如今的新生活、新住
房、新环境，白仓镇瓦屋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的搬迁户个个脸上挂着幸
福的笑容。“住上小洋楼，家门口就
业，我们的生活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啊。”

为让贫困户安心搬出“穷窝”，切
实改善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邵
阳县在安置点选址时坚持向城镇集
中，向交通、水利条件好的美丽乡村
靠近和产业发展好的地方靠拢，同

时，按照“配套完善、功能合理、环境
整洁、宜居宜业”建设要求，对30户以
上的集中安置点做到了“五通、三
化”，即用水、用电、进出道路、有线电
视、网络宽带全部接通到点、安装到
户，小区内绿化、亮化、硬化，垃圾、污
水处理设施配套到位；30户以下的安
置点则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保障了
搬迁贫困群众安全饮水、出行、用电、
通讯等基本需求。

同时，强化后续管理，坚持因区
制宜、分类管理与分片自治相结合，
在 30 户以上的集中安置点成立业主
管理委员会，实现小区居民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30 户以下的集中安置
点组建了安置点管委会，确保搬迁群
众议事有人管、遇事有人帮，进一步
提升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十三五”期间，邵阳县共投入资
金7.32亿元，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163

户 11547 人，搬迁入住率 100%，稳定
脱贫率99.25%。

换穷业
就业就在家门口

搬迁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产
业是根本。

机器飞转，马达轰鸣。6 月 18
日，位于邵阳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小区的扶贫车间里一片繁忙。车
间里，刘小花正在紧张制作装饰灯
笼，每天可做两三百个灯笼，月收入
近 3000 元。刘小花所在的扶贫车
间，目前有60多个周边村的村民在此
工作。

为了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邵
阳县创新扶贫举措，充分依托园区企
业，在安置点开设扶贫车间 87 个，安
置贫困劳动力就业3510人，让老百姓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现在，我不仅住上了梦寐以求
的新房子，还有一份稳定的新工作，
真要感谢党的政策好啊！”刘小花是
邵阳县下花桥镇岩头村有名的贫困
户，其丈夫患癌去世，留下她与两个
孩子，生活十分艰难。2019年 5月作
为岩头村确认的易地扶贫搬迁户搬
进了梅溪嘉园。

夕阳西下，塘渡口镇周边的油茶
林 在 落 日 的 映 照 下 ，更 加 郁 郁 葱
葱 。6月17日傍晚时分，在该镇岐山
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65岁的贫困
户吕国兴正从油茶基地务工回来，边
走边哼着小曲。

“住上好房子，家门口打工，一天
能挣100多元，而且家里还有4亩油茶
在合作社入了股，每年分红就有 1 万

多。”谈起现在的生活，吕国兴笑得合
不拢嘴。

近年来，邵阳县通过扶持后续
产业，发展油茶 23.2 万亩，实现年产
茶油 1.89 万吨，实现产值 18 亿元，
帮助贫困群众人均增收 1000 元以
上。

斩穷根
日子越来越红火

“现在，我一年赚十几万没点问
题。”42 岁的左银是九公桥镇易地扶
贫搬迁户，4年前刑满释放，妻子离他
而去，家里一贫如洗。在镇干部的帮
助下，他学习掌握了刮腻子全套技
术，到处揽工程。如今住上宽敞的搬
迁房，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邵阳
县坚持就业培训指导、提供就业帮
扶，截至 2020 年 5 月底，参与产业扶
贫签订协议的有 1774 户 6875 人，指
导外出就业人数有 2712 户 5336 人。

6 月 16 日清早，在塘田市镇易地
扶贫搬迁社区，65岁的唐平如正张罗
着送孙子上幼儿园。“以前山里的娃
娃光着屁股满山跑,哪上什么幼儿
园。现在咱们的娃娃不一样啦。”她
感慨地说。

为了让孩子能上学、上好学，邵
阳县几乎所有大中型搬迁社区均靠
近城镇，其周边都配有幼儿园、小学、
中学。但县里送给搬迁群众的“礼
包”并不止于此。

落实“三个一”，提供帮扶制度保
障；落实优惠政策，吸引社会扶贫力
量；落实“五个一批”，多管齐下推进
帮扶……一个个实打实的后续帮扶
项目、一项项干货满满的后续帮扶政
策落地有声、生根开花，让广大搬迁
群众脱贫有门路 、帮扶有机制、发展
有前景。

从偏僻贫瘠的土地到安居乐业
的家园,从穷困滋生的崎岖山路到脱
贫致富的康庄大道，邵阳县 1.1 万多
搬迁群众正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美
好的新生活。

——邵阳县3163户11547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开启新生活

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邵阳县梅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梅溪嘉园。 (邵阳县发改局供图)

6 月 23 日，怀化学院教务处相关负责人向
外透露，2020 年怀化学院“专升本”招生考试
将于 6 月 28 日举行。今年，怀化学院“专升
本”计划招生 1000 人左右，有来自全省 14 所
高职院校的3518名学生报考怀化学院。

怀化学院出台了《“专升本”工作方案》和
《“专升本”招生考试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设立
了2个考点，位于怀化学院东校区和湖南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学校面向全体考生发放了“考
试须知”，要求考生完成健康码和行程码的申
领。该校要求考生分批次、分通道、分时段进
行“健康码”和“行程码”验证。考生需佩戴口
罩，相互保持1米以上间距进入考点。学校统
一配送盒饭，考生在考场内用餐。考点设立专
门的隔离室和隔离考场。考试前，学校对考场
及校园进行全面消毒。怀化学院将做实做细
每一个环节的疫情防控，确保 2020 年“专升
本”招生考试工作顺利进行。

“疫情无小事，我们会紧绷安全这根弦，
全力做好招生考试的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
障广大考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怀化
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黄隆华说。

（卢宗旺 雷鸿涛）

“没想到税收优惠政策延续到今年底，着实
帮我们缓了口气，税收政策和优质服务有力度、
有温度，我们发展的信心和动力更足了。”

6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津市市税务局税
收政策宣传小分队来到广西家宝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津市分公司开展税收优惠政策宣传活
动，获得了该公司经理曾强连声称赞。今年1
月起，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生活服务业享受免
征增值税政策。“上半年，我们已经减免税款
30余万元，按照现在的生产经营情况，减下来
的税款正好用来采购一批环卫设备，扩大就
业规模。”曾强高兴地表示。

为确保支持疫情防控一系列税收优惠政
策落实落地，该局依托网格化管理，与全市
5575 户纳税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系，帮助
企业算好账、享优惠。按照“一户一策”要求，
通过系统筛选出符合政策享受条件的纳税
人，“量身定制”政策，精准落实政策。拓展

“非接触式”办税覆盖面，引导纳税人“线上
办、自助办、掌上办”，让纳税人办税更便捷。
截至 5 月，各类税收优惠政策累计减免税费
717万元。

津市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更优
的服务、更实的举措、更高的效率落实税收优惠
政策，积极发挥稳企业保就业的税务力量。

（何 兵）

津市：税收优惠
助力企业加速发展

近日，双牌县会同道县在道县梅花、双牌
县理家坪乡开展异地联合执法集中整治拖拉机
顽瘴痼疾。今年来，双牌围绕“人、车、路、企、
政”等方面存在的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深入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回头看”行动，共
摸排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隐患 1314 个，整改
1208个，其余6个问题预计6月底完成整改。

研判组织部署“回头看”，各责任单位定
期召开专题会议，对危险路段治理“回头看”
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企业源头监管“回
头看”，组织交警、交通、应急等部门开展企业
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治理，约谈企业负责人，督
促其落实源头管理责任。道路隐患整改“回
头看”，对辖区事故易发、多发以及危险路段
再次进行排查整改，督促整改部门限期完成
整改。交通秩序整治“回头看”，结合各项交
通安全整治行动，相关执法部门、警种联勤联
动，实行错时巡逻勤务机制，加强重点时段重
点路段的查缉力度。交通安全宣传“回头
看”，结合“七进”工作深入乡镇、村社、街道和
重点客货运企业进行宣传；联合媒体以案说
法，教育警示民众严守交通法律法规。

（潘 芳 黄锦先）

3518名学生报考

怀化学院扎实做好
“专升本”招生考试组考工作

双牌：“回头看”
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