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换（颁）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
路416号泊富国际广场写字楼第16楼
许可证流水号：0133414
机构编码：000072430000
成立日期：2007年2月28日

发证日期：2016年4月19日
联系电话：0731-85339117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湘潭中心
支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双马街
道湘潭大道 281 号湘潭万达广场 A 地
块综合楼1单元1201020-1201023
许可证流水号：0235339
机构编码：000072430300
成立日期：2009年9月10日
发证日期：2019年2月11日
联系电话：0731-58215411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益阳中心
支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益阳市高新区梓山路

28号太古城D座7楼
许可证流水号：0133415
机构编码：000072430900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17日
发证日期：2016年4月19日
联系电话：0737-4220406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心
支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湘山路
86号中欧昆仑首府8栋201-202号
许可证流水号：0133410
机构编码：000072430200
成立日期：2008年3月28日
发证日期：2016年4月19日
联系电话：0731-22161138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岳阳中心
支公司
机构住所:岳阳市岳阳楼区南湖大道求
索东路碧灏花园三楼
许可证流水号:0133416
机构编码:000072430600
成立日期:2008年3月28日
发证日期:2016年4月19日
联系电话:0730-8261520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衡阳中心支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光辉路
1 号海博星都 9 栋写字楼（汇海国际大
厦012楼1217-1220室
许可证流水号：0251962

机构编码：000072430400
成立日期：2015年7月20日
发证日期：2020年7月6日
联系电话：0734-8344417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常德中心支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柳叶大
道万达广场写字楼 B-1 区 A 座 16 楼
1602、1603、1604室
许可证流水号：0185814
机构编码：000072430700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8日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0日
联系电话：0736-7234066
以上机构的业务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

年金业务；团体人寿保险及年金业务；
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业务；个人养老保
险及年金业务，个人长期健康保险业
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
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养
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受托管理
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
民币、外币资金，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
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与资产管理
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经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经营区域
由省公司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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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杨玉
菡 通讯员 张婧瑜 蔡肖君）7月14日上
午，湖南省满目星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谢欣颖在网上一次性提交公
司注册材料，1 小时后就在益阳高新区
政务中心拿到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
行开户手续次日全部办好，一套新的企
业公章送到她手中。

今年以来，益阳高新区按照“一件
事一次办”改革要求，为企业开办提供
便捷服务，进一步激活市场主体活力。

截至 7 月 6 日，该区市场主体保有量已
达 2万户，较去年年底增长 19.4%，其中
企业 7116 户、个体工商户 12884 户。该
区政务服务大厅开设“企业开办便利
区”，将注册登记、公章刻制、税务登记、
银行开户4个环节整合起来，一厅受理、
集成服务，其中注册登记做到当天提交
完整申请资料、当天受理、当天审核、当
天发照，最快可在 1.5 小时内办结。目
前，在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
情况下，益阳高新区新开办企业所有手

续 2 个工作日可办结，比法定办理时限
提速1个工作日。

“企业开办便利区”推行“容缺登
记”和企业集群注册登记。对企业登记
申请时非关键性材料缺少或有误的，企
业承诺补正的，窗口先行办理，今年
已累计为25户企业提供了便利。在
科创园开辟企业集群注册场地，今
年以来科创园共引进项目29个，目
前通过集群注册的项目16个，13个
项目在筹备注册中。

该区还积极推广“全程电子化”登
记，即“鼠标点、网上批”，企业登记最多
跑一次。将工作时间延伸到8小时之外，
并对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实行专人领办
代办。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通讯员 严
洁 蒋小华 记者 黄柳英）今日入伏，暑
气渐浓，东安县大庙口镇韭菜村的南竹
加工厂内，工人们早早上工，赶制木方
竹帘。贫困户李小义独坐车间一角，埋
头切割竹筒，浑身冒热气。李小义告诉
记者，村党支部引进竹木产业后，他以
自家的竹林入股工厂，又在厂里务工，
每月收入近4000元。

韭菜村曾是省级贫困村，2018年整
村脱贫。为巩固脱贫成果，该村党支部

依托村内丰富的南竹资源，以“党支部+
龙头企业+贫困户”模式发展竹木加工
产业。去年 10 月底投产的南竹加工厂，
目前产值已达130万元。按照规定，年收
益的30%归村集体所有，70%由56户贫
困户平分。今年5月，该村党支部又引进
年产值 120 万元的宏发香业公司。韭菜
村一跃成为当地有名的产业村。

为了高质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东
安县不断建强农村党支部，全县后盾帮
扶单位党组织、乡镇场党委与贫困村党

组织实现组织共建，择优选派“第一书
记”、科技特派员、驻村干部进驻 204 个
村开展产业帮扶，构建领导联村、部门
帮村、干部驻村的精准帮扶机制。

高标准打造100个农村党支部示范
点，培育农村产业发展党支部、农村专
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等专业
组织78个。芦洪市镇赵家井村党总支下
设特色种养服务党支部、美丽乡村建设
服务党支部、重点项目建设服务党支
部，鹿马桥镇马坪村设立 40 余个“党员

示范田”“党员示范棚”和“党员示范
区”，昔日贫困村纷纷走上集特色种养、
生态旅游、休闲观光为一体的产业振村
新路子。

通过支部引路，党员带路，东安县
实现了“一村一产业”集体经济规划，东
安鸡养殖、南竹低改、油茶种植、茶叶种
植、柑橘种植等特色产业已形成规模。
目 前 ，全 县 38 个 贫 困 村 全 部 出 列 ，
16004 户贫困户脱贫摘帽。62%的村集
体年收入超过5万元。

湖南日报 7月 16日讯（记者 唐
璐 通讯员 杨咪）长沙市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稳定外
贸外资基本盘，外贸进出口稳中有升。
据星沙海关统计，上半年该市进出口
总值1045.6亿元，同比增长25.1%。其
中，出口664.4亿元，增长13.5%，进口
381.2亿元，增长52.2%。

今年上半年，东盟为长沙市最大
贸易伙伴，长沙市对东盟 10国实现贸
易额 213.6 亿元，同比增长 66.1%，占
同期长沙市外贸总值 20.4%。同时，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361.4 亿
元，增长 52.4%；对欧盟 27 国（不含英
国）贸易额为127.9亿元，增长0.7%。

民营企业持续彰显活力，拉动作
用明显。1 至 6 月，长沙市民营企业进
出口 824.6 亿元，同比增长 40.5%，占
同期长沙市外贸总值78.9%。

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稳中有升，
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1 至 6 月，
长沙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720.7
亿元，同比增长 15.0%；保税物流贸易
方式进出口 48.5 亿元，增长 1.5 倍；加
工 贸 易 进 出 口 235.7 亿 元 ，增 长
36.9%。

进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品
及机电、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大幅增长。
1 至 6 月，长沙市进口消费品 57.2 亿
元，同比增长 59.2%，其中日化用品类
7.2 亿元，增长 10.4 倍；机电产品进口
226.3 亿元，增长 56.2%；高新技术类
产品进口 158.0 亿元，增长 1.2 倍。同
时，长沙市出口机电类产品 322.7 亿
元 ，增 长 9.7% ；出 口 高 新 技 术 产 品
121.8 亿元，增长 0.3%；出口文化产品
57.0 亿 元 ，减 少 4.6% ；出 口 农 产 品
14.6亿元，增长3.1%。

上半年长沙外贸进出口
总值同比增长25.1%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郑丹
枚 通讯员 潘帅成）今日上午，记者穿
行在邵阳市城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戴着红袖章的“宝庆大叔”，他们在巡
逻防控、化解矛盾、救助群众、宣传法
治……一个个闪亮的红袖章，成为一
道靓丽风景。

为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提高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能力，
7月以来，邵阳市在全市开展“‘宝庆大
叔’红袖章护平安”行动。该市各县

（市、区）动员社会力量，重点发动社区
（村）干部、退役军人、青年志愿者、治
安积极分子等，在派出所、一村一辅
警、邵阳快警、社区民警指导下，参与

群防群治工作。
目前，邵阳市“宝庆大叔”已有

3.56万名，每个社区（村）都组建了“宝
庆大叔”红袖章护平安队伍。他们活跃
在各村寨、社区，成为社会治安防控

“流动哨”，不仅对当地可能存在的治
安、消防、交通等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拉
网式排查，最大限度防范和消除隐患，
还对邻里矛盾、居民纠纷等开展调解
化解工作，为群众提供安全、稳定、和
谐的生产生活环境。

同时，邵阳市将加强对“宝庆大叔”
的纪律作风教育、业务培训和人员管
理，全面强化这支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并逐步探索建立长效运行机制。

邵阳“宝庆大叔”护平安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田育
才 通讯员 罗克文）乘坐滑索，从山顶
一跃，凌空穿越高山峡谷。7 月 16 日，
记者从张家界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了解到，7月17日起，张家界大峡谷
景区高空滑索项目正式对外开放。

张家界大峡谷高空滑索共有 6 套
12根往复式高空滑索，全长358米，上

下高差 302 米，可同时滑行 6 人。每次
往复滑行时间为 3 分钟，每小时可滑
行240人，每天可滑行游客约2000至
2500人。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负责人介绍，
7 月 17 日至 8 月 31 日，高空滑索对全
国中小学生及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
学历在校学生提供免费体验。

张家界大峡谷
高空滑索对外开放

“企业开办便利区”集成服务

企业开办 马上就办

高标准打造“一村一产业”100个农村党支部示范点

支部引路 党员带路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志军

7 月 11 日清晨，祁阳县肖家镇龙凼
村轻雾萦绕，湍急的飞瀑跌入深潭，响
起天籁之音。

头一天晚上入住贫困户张承同客
栈的10名游人，此时已按捺不住激动的
心情，飞奔到瀑布前游玩。

张承同一边为大家提供服务，一边
高兴地唱起祁阳小调：龙凼风光好，年年
有变化，山路变坦途，旅游越兴旺……这
两年,张承同一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已
实现脱贫。

村支书刘福元对记者说，在龙凼
村，村民人人会唱祁阳小调。特别是张
承同唱祁阳小调，应景编词，唱腔高亢，
在四里八乡小有名气。当年，他就唱着
动情的祁阳小调，娶回了贤惠的妻子。

龙凼村位于祁阳最南端，林地面积
3.8 万亩，人均耕地面积 0.37 亩，全村
162户583人。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达 62 户、贫困人口 158 人，是省级深度
贫困村。但龙凼村森林覆盖率达 95%，

古木成群，两处落差 100 多米的瀑布甚
是好看，其中一处，7 口深潭相连、形似
酿酒缸而被称为“七坛海”。

龙凼村很美，可是村里“蜀道难”般
的交通，阻挡了财富的脚步。“出门就是
山路，到镇上一趟都要3个来小时，手机
信号也时有时无。”刘福元如是感慨。

那时，村民也唱祁阳小调，但歌词
里更多是哀伤，是担忧，是期盼。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2015 年以来，
永州市公安局、祁阳县残联、祁阳县慈
善总会等单位进驻龙凼村扶贫，着手对
村里的交通实施改造。

2018年秋天，肖家镇连接龙凼村的
14.5 公里公路竣工，开车从祁阳县城到
龙凼村缩短到 1 个半小时左右，宽带网
络进了村，还开通了县城到龙凼村的公
交车。

公交车开通时，村民刘银河非常高

兴，当场演唱了他创作的祁阳小调《喜
见公交车进村庄》：盼了一年又一年，公
交车终进村庄，老人笑少年欢，美好生
活在眼前……听者无不点头称赞。

公路变好，百姓受益，唐国权就是
其中之一。早在 2015 年，唐国权见有
人慕名到龙凼村旅游，便借钱购买了
一辆二手面包车，从肖家镇接游客到
村里。

然而，由于路实在难走，加之游客
少，他开了两年面包车，根本没赚到钱。

现在，路好走了，游客随之多起来，
唐国权和村民们一道，注册成立了劳务
服务公司，把原来的面包车换成了小轿
车，自己通过电话或微信接单，收入节
节高。他还计划今年下半年，把小轿车
换成商务车。

唐国权每天收工后，总是认真清洗
车辆，不忘即兴唱上一段欢快的祁阳小

调：龙凼风光好，如今景更佳，村民面貌
新，喜迎游人来……

旅游兴旺，带来很多商机。2017 年
以前，村民唐继武一直在外面做生意，
不愿意回家，现在却返乡创业。

唐继武看到游人们喜爱当地的土
特产，便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把竹笋
等农产品加工成旅游产品，除在景区出
售，还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到全国各地。
合作社还安排20名贫困人口就业，使这
些村民实现稳定脱贫。

到目前，龙凼村发展劳务公司、农
家乐、客栈、合作社等 15 家，去年，全村
人均纯收入实现 8325 元，今年上半年，
村民同比增收4000余元。

小康路上，龙凼村正奋力前行。正
如村民们在他们新编的祁阳小调中所
唱：精准扶贫政策好，龙凼村庄面貌新，
旅游兴产业旺，村民齐心奔小康……

湖南日报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伍洁 胡晓建

7 月 13 日上午，邵阳市大祥区西直
街小学期末考试开考。经学校同意，“陪
读妈妈”李清萍坐在儿子小杰旁边帮他
扶着试卷。“儿子只能用左手写字，我帮
他压着，他写起来顺利一点。”李清萍说。

今年 45 岁的李清萍原是邵阳一家
巴士公司的职工，她的小儿子陈杰（化
名）今年12岁，6个月大时被检查出大脑
灰白质发育不全，引起小儿脑偏瘫，左脑
部运动功能丧失，语言功能发育不全。当
时，医生说，小杰5岁后能站立行走就是
奇迹。李清萍夫妇没有放弃，从小杰半岁
开始，坚持每天送他去医院做康复理疗，
持续了3年，前后花了30多万元。功夫不
负有心人，小杰慢慢能扶着站立行走。

到了入学年龄，李清萍不想把儿子
送进特殊学校，想让他得到和正常孩子
一样的教育。为了照顾儿子读书，李清
萍毅然辞去工作，当起了“陪读妈妈”。

李清萍每天6时去菜市场买菜做早
餐；7时30分，陪儿子一起上学；11时50
分，带儿子回家做午饭；13时50分，又到
教室陪儿子继续上课；下课休息时，她扶
着儿子上厕所，陪他在学校行走。在教
室，李清萍和小杰共用一张课桌，共同上

课。“他在课堂上记得慢，我就先全部记
下来。回到家，他可以对着我的笔记慢慢
看，不懂的题目我还能教教他。”李清萍
说，今年已是她第5年陪读。

每当提起母亲，小杰眼里都会闪着
泪花。他在作文、日记里，写满了母亲对
他的爱。他知道，只有自己努力学习，才
不会辜负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和付出。
小杰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每年都被
评为“三好学生”。

李清萍介绍，班上的老师、同学都喜
欢小杰，学生家长也非常理解她。一到下
课，同学们便围坐一起，和小杰聊天、下
棋，有时候他要上厕所，同学们还会轮流
扶着他。放学回家，遇到不懂的作业，老
师也会热心地视频连线，帮他解答。

“陈杰在困难面前坚韧不拔，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我们都愿意和他做朋
友。”陈杰的同学夏浩晨说。

班主任曾慧玲介绍，陈杰刚入校时
胆小，不愿意和同学们玩耍、交流。5 年
过去，他的性格变得开朗，成绩优秀，这
些变化和他母亲的陪读分不开。

“5 年陪读，有很多酸甜苦辣，我希
望以后能让孩子多接触外面的世界，提
高生活自理能力，学会生存。”李清萍坚
定地说，“只要孩子愿意，我会一直陪他
读完大学。”

最是“陪读”情深处
老百姓的故事

祁阳小调里的幸福“密码”

星沙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
7月16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污水处理厂扩容(四期)提标项目现场，主

体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闭水实验及扫尾施工。该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工程项目总
投入约5.7亿元，预计12月底全面竣工，通水运行。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龚雅丽 彭
竞兰 肖纯丽 聂宇）“一窗受理、一次办
完，免掉了来回奔波。”7月15日，在娄
底市娄星区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市民
周先生仅用 1 小时，顺利完成 30 万元
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据介绍，娄底市
依托区块链技术，推出“二手房贷款+
不动产抵押登记”同步办理，实现住房
公积金贷款“一窗受理、一次办完”。

住房公积金贷款中不动产抵押业
务涉及受理、登记等多个环节，需提供
不动产登记证明、户口簿、结婚证等纸
质材料，办理时间 3 至 5 天，群众往往

要跑几个来回。今年 6月，娄底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娄星区启动不动产
区块链信息共享平台公积金子系统，
将不动产登记信息与住房公积金信息
共享，市民可在服务大厅直接开展不
动产抵押登记收件及现场面签，工作
人员通过信息共享平台预审成功后，
不动产登记部门在 1个工作日即可将
抵押业务办理完成，贷款在申请次日
可发放到位。

目前，娄底正筹备将该模式复制
到其他 6 个管理部，让更多公积金缴
存职工享受高效便捷服务。

娄底区块链提速公积金贷款

益阳高新区

东 安 县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李夏
涛）7月12日晚，怀化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直属三大队联合路政部门，开展夜
间货车超限超载整治行动，查获一辆
超载大货车，该车限重 31 吨，实际载
重102.84吨，属于严重超载。

据了解，怀化市持续重拳整治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交警及路政部
门加大夜间执法查处力度。12 日晚

11 时许，一辆满载砂石的大货车行
驶至怀化市城区杨村路口，被执法
人员拦下检查。经调查，驾驶员张某
心怀侥幸，利用夜色掩护，从芷江运
送砂石来怀化一个工地，将车厢挡
板加高，多装了超过限重两倍多的
砂石。张某因车辆改装改型、超重超
100% ，受 到 驾 驶 证 记 6 分 及 罚 款
1500 元的处罚。

限重31吨实载102.84吨

怀化交警深夜查获“百吨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