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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沈阿玲

波光粼粼，水草摇曳，几只水鸟在河中捕
食、嬉戏，时而凌波飞翔。

10月12日， 浏阳市河长制委员会邀请媒
体“跟着河长去巡河”，记者随浏阳市副市长、
市副总河长王坤球， 来到浏阳河的支流小溪
河与大溪河在该市高坪镇的汇合处。

浏阳市境内分布浏阳河、捞刀河、南川河
三大水系， 有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
流36条、各类水库188座。

小溪河两岸，青山保持着自然风貌。一艘
专业打捞船停靠河湾回水处， 工作人员正在
打捞水葫芦和浮屑杂物。 立在岸边的河长制
公示牌上， 记载着浏阳河双江口河段各级河
长的姓名、联系方式和工作职责。

“发现问题，只要一个电话就有人跟进处
理。” 王坤球说， 浏阳自2017年全面启动河长
制，全市共明确1773名河长，其中市级（联系）
河长37名、乡级河（段）长245名、村级河长322
名、片区河长1169名，“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水
库以及沟渠塘坝，都有河长在管理。”

正巡查时，两艘皮划艇从水面驶过去。赶过
来会合的高坪镇镇长、小溪河高坪段河长张震
向副总河长报告，是高坪镇政府与浏阳市水务
局等单位在进行集中巡查执法行动。

“除了巡查执法，镇级河长每月巡河不少于
3次，村级河长每月巡河不少于4次，巡查中发现
问题立即形成交办件实施整改或上报上级河
长。”张震说，作为河长，巡河的方式有多种，有
时候是坐车沿河岸巡查，有时候下车步行细细
察看，有时候坐船在河面巡查。

“报告副总河长：我们发现双江口进水闸
门有成片水葫芦， 两河交界处还发现一处白
色污水直排口……”约半小时后，水面巡查人
员上岸，把报告单呈王坤球签阅。

王坤球当即向高坪镇签发“问题交办单”，
并结合自己巡河发现的问题， 要求水务局和高
坪镇及时落实整改，确保“河畅、水清”。

今年以来，浏阳市织密护河“一张网”，强
力开展“浏水斩污”“僵尸船”整治、畜禽养殖
污染“百日攻坚”等行动。监测数据显示，浏阳
主要河流的水质明显改善， 浏阳河干流水质
稳定达到三类标准，水质达标率100%。

从双江口沿大溪河而上， 我们来到官渡
镇竹联村，这是大溪河畔的一个村。

秋收的田野上， 一群志愿者在忙着疏通
沟渠、清理杂草。

指着眼前一条清水畅流的水渠， 官渡镇村
级河长、竹联村党总支书记吴敬芳告诉记者，这
条2公里长的渠道以前淤泥堆塞、杂草丛生，农药
瓶罐随处可见，“以前大家都没有保护的意识，也
难以组织起维护的力量。”近两年，村里成立小微
水体管护志愿者队伍，疏浚了渠道，硬化了河床，
两侧用水泥板进行了加固， 既保持了河道的清
洁，又不妨碍“泥土的呼吸”。

如今， 竹联村还纳入了国家田园综合体
“诗画中州”项目，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城里
人来休闲观光。

王坤球介绍，目前浏阳市涉及小微水体管护
的307个村（社区）均成立志愿队伍，每月至少组
织一次小微水体志愿者管护活动，“爱护、治理、保
护河库”成为全市上下的行动自觉。同时，浏阳在
全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均建立“三员”队伍（河
道保洁员、社会监督员、义务劝导员），并明确了
269名“民间河长”，开设举报监督热线。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邓和明 肖正成）10月15日， 记者
在嘉禾县经开区看到， 海铸机械制造项目
已竣工，即将投入生产。该项目今年3月开
工，总投资1.5亿元，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
额1亿元以上。

嘉禾被誉为“神农教耕圣地”“江南铸
都”。县招商小分队精准对接“北上广”，实行
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先后引进新兴铸管绿
色智造、艾立克机械制造等大批产业项目。

为推进产业项目建设，该县进一步优化
发展环境，加快放管服改革，与以前相比减少

办事环节31个，大大压缩了办事时限。同时，
实行“四包”责任制，即项目指挥长、牵头责任
单位、配合责任单位、服务单位包项目手续办
理、征地拆迁、纠纷调处、建设进度。要求责任
单位和服务单位严格落实项目问题清单制、
交办制、承诺制、台账管理制、清零制等“一单
五制”。

据介绍，今年，该县计划实施重点产业
项目89个，总投资320.7亿元，年计划投资
85.8亿元。 截至9月底，89个重点产业项目
中开(复)工86个，完成投资68.6亿元，占年
度投资计划的80%。

�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沈雄飞 焦阳）10月15日， 常德市
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向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常德高新技术开
发区下放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
199项权力事项被下放到两个国家级园
区。

这是常德出台优化园区产业布局的指
导意见后实施的又一有力举措。此次权力事
项下放重点在基础建设投资项目、产业投资
项目等审批领域， 按照下放权限接得住、用

得好的原则确定的下放权力清单事项。
这199项权利事项涉及常德市发改

委、市国土局、市安监局、市城管局、市环保
局、市交通局、市科技局、市住建局等8家单
位，其中向常德经开区下放27项，向常德高
新区下放172项，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奖励、
行政检查、其他行政权利（备案）、行政处罚
等类别。 常德市各区县市将参照此次常德
市政府赋权通知，迅速清理研究，将本级政
府的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到区域内
省级园区，推动园区持续快速发展。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黄利飞）经
过1年多查证，中兵红箭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的调查，终于落下“实锤”。10月10日晚间，
中兵红箭公告， 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根据涉嫌信披违法
事实，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被警告并处以3万元

到30万元不等罚款。
经调查， 中兵红箭2014至2015年度分别

虚增利润93.7万元、2730.89万元；2016年度
虚减利润555.99万元。 其2014年、2015年及
2016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湖南监管局称， 中兵红箭的上述行为违

反了《证券法》相关规定，并构成了违法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
会危害程度，决定对中兵红箭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并处以罚款30万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隋建辉给予警告， 并处以罚款6万元；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李玉顺、 申兴良、 王建
文、郭慧芳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罚款5万元；
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牛建伟等10人给予警
告，并分别处以罚款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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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兵红箭连续3年财报作假被罚

嘉禾前9月开（复）工重点产业项目86个
完成投资68亿多元，占年度投资计划80%

常德下放199项权力事项助推产业发展

� � � � 10月15日，道县出口蔬菜种植基地，菜农们在移栽青菜。近年，该县在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中，引导农民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绿色无公害蔬菜种植。目前道县绿色无公害
果蔬种植面积达30万余亩，年产果蔬100余万吨。 蒋克青 摄

绿色蔬果种植忙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李湘华）我省保险业发展保持平稳向好
态势。 湖南保监局提供数据显示， 今年1至9
月，我省保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031.77
亿元， 同比增长11.08%； 保险业资产达到
2424.28亿元，同比增长8.92%。

从业类别上看， 财产保险实现保费收入
263.1亿元，同比增长14.22%；人身保险实现
保费收入768.67亿元，同比增长10.05%。前9
个月，我省保险业共赔付支出308.48亿元，同
比增长5.23%。其中，健康保险赔付支出34.28

亿元，同比增长43.09%。
针对小微企业风险特色， 我省保险业积

极开展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业务， 探索设计
提供专属产品和服务， 提升服务小微企业能
力。1至6月， 全省保险业为565家小微企业提
供信用保证保险保障11.82亿元。

大力推广“财银保”业务。将服务小微企
业与扶贫工作相结合， 构建“保险+银行+政
府”增信支持模式，以省财政设立的风险补偿
专项基金为先导，以保证保险贷款为载体，引
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投放到小微企业和扶

贫领域。1至6月，普通“财银保”累计承保105
笔，用224.09万元保费，撬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贷款6861万元。

拓宽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 在省财政
厅和商务厅的支持下， 通过优化承保理赔
流程，组织对口培训，建立市州政府统保平
台， 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出口和融资支持
力度， 帮助解决“有单不敢接”“有单无力
接”的难题。1至7月，累计支持310家小微企
业出口13.84亿元，支持20家小微企业融资
1.66亿元。

湖南保险业平稳向好运行
前三季度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031.77亿元，同比增长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