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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通讯员 张可夫

看着投资1.2亿元的文家市秋收起义
研学旅行基地项目按质按量完成建设，并
将在近期验收运行，浏阳市文家市镇党委
书记卢铓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今年，为
响应“基层减负年”要求，该镇从严控制会
议数量和参会人员规模， 让镇村干部从
“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将更多时间投入
到走访企业、解决项目建设难题中来。

“现在不光是会议少了，检查考核、下
发文件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基层干部可以
全身心地投入产业项目建设和营商环境
优化等中心工作。” 卢铓口中所说的这种
变化，源于浏阳市今年来狠抓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专项整治。

不另行发文，不格外开会，
直面问题“靶心”整治

没有发文件、没有喊口号、没有开大
会。今年以来，为落实中央、省、长沙市关

于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系
列文件要求，浏阳市以“不另行发文，不格
外开会”的方式，直面问题、直达基层、直
接化解，通过向村（社区）、厂矿、企业、学
校、乡镇（街道）、市直部门等广泛征集意
见，排查梳理具体问题，确保整治“靶心”
精准度更高。

“到5月20日，本月仅收到市委、市政
府和市委办、 政府办下发的文件4份，上
级部门的文件也明显减少。” 达浒镇党
政办干事徐旺对收到的每一份文件都
写下了详细记录。据统计，开展集中整
治行动以来，浏阳市委、市政府和市委
办、 市政府办下发的文件数量较去年同
期减少30%以上。

瞄准文件简报“过多过长”、会议“过
频过滥”问题，浏阳大力精简会议文件，改
进会风文风，实行“多会合一”，将同一系
统的、涉及工作内容相关联的会议合并起
来开，严格控制会议时间、会议规模，让基
层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为群众排

忧解难。

向频率过高、 多头重复的
检查考核“开刀”

瞄准检查考核“总量偏多、过度留痕”
问题，浏阳向频率过高、多头重复的检查
考核“开刀”，不做资料检查，通过取消检
查、合并考核、改进方式方法，减少了检查
考核数量。2019年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开
展的督查检查10项， 以市直部门名义开
展的督查检查12项，以市委、市政府名义
开展的考核1项，共计23项，比年初各单
位申报计划精简50%以上。

“网络减负 ”，已关停和
注销一批新媒体账号

为了推进基层“网络减负”工作，浏阳
创新推出“加减乘除”工作法，通过清理整
治政务新媒体， 减轻基层信息采编任务，
实现真正减负； 通过完善社保、 招考、医
疗、教育、旅游等服务功能，为市民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依托融媒体中心“掌上浏阳”
平台，打造全市信息发布智慧平台，实现
聚“智”相乘；通过“解散一批”“整合一批”
工作群，防止以“打卡留痕”代替对实际工
作的评价，避免工作群内循环，实现形式
去除。 截至5月19日，该市共关停和注销
302个市直单位、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的新媒体账号，119个政务、医疗、教育等
服务类的微信公众号得到保留。

下一步，浏阳将继续向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亮剑”。“切实提高政治站位，采取过
硬举措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
部崇尚实干、担当作为，把更多精力用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长沙市委常委、浏
阳市委书记黎春秋表示。

� � � �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王玖华
龚赐林）近日，在双峰县锁石镇油菜种植基地，种植大户
彭光明忙着带领农户收割油菜，他笑着说：“今年种植的
380亩油菜，虫害少、籽粒饱满，亩产可达150公斤。”

近年来， 双峰县将油菜产业作为农户增产增收的
重点民生工程来抓，出台优惠政策，建立激励机制，发
展油菜产业。今年，全县油菜种植规模达到22万亩。

双峰县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服务分队，深入田
间地头“一对一帮扶”。对油菜种植农户，统一免费供
种、统一育苗移栽、统一培育管理、统一病虫防治、统一
订单销售。将油菜纳入农业保险范围，提高油菜产业抗
风险能力。同时，整合农业、扶贫、商务、文化旅游等部
门资源，推动乡村旅游、油菜加工、产品销售，打造链条
式“油菜经济”，帮助农户增收，发展配套产业。

通过政策扶持，双峰县花门镇花门村、荷叶镇天坪
村等地分别组建了专业合作社，扩大油菜种植规模，提
高种植效益，油菜每亩产值有望达到1500元。锁石镇
种植油菜2.2万亩，依托“油菜经济”和文化节会，带动
当地发展家庭电商近500家， 发展特色农产品销售摊
点200余家。

为基层切实减负

浏阳“靶向”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双峰“油菜经济”

助农增收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254531
0 4480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04
420
6491

9
6

221

175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8733
71955

233
2041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5月20日 第2019057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1 2907 10 12 13 17 27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20日

第 201913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945 1040 9828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41 173 249293

2 91

荨荨（上接1版）

不断深化“放与管”
办事越来越方便！这是当天与会企业

代表的普遍感受。
拿到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

和食品经营许可证3个证照，纽尊幼儿园
负责人焦志锋只用了4个工作日。“没想
到办证审批这样快！”焦志锋脱口而出的

“没想到”，是对这种感受的最好诠释。
而这种好感受， 和芙蓉区不断深化

“放与管”有关。
2017年， 芙蓉区成立全省首个行政

审批局，不断简政放权，将以前分散在21
个部门的195项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在一
个局，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企业对应
的执法主体少了，“最多跑一次”得以逐步

实现，目前，该区区级“5+1”政务服务463
个事项全部“最多跑一次”。

“审批再快， 企业和老百姓还是不方
便。”在芙蓉区委书记于新凡看来，最优的
审批方式就是依法少审批。近年来，该区共
精简195项行政审批， 今年又精简22项审
批，还对9项行政许可事项推行“申请人承诺
制”，2项许可事项改为备案办理。如今，芙蓉
区已是全国审批事项最少的一个区（县）。

在简政放权上做“减法”，在强化监管
上做“加法”。 芙蓉区加强事中事后的监
管，努力延伸监管的“触角”，减少监管“错
位”和“缺位”，防止“一放就乱”“权力寻
租”现象的发生，让监管工作有威、有力、
有效，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

据介绍，5月20日至24日期间， 芙蓉
区还将举办“区委书记直通车”进企业、企

业“大走访、大宣传、大帮扶”、融资对接
会，企业用工专场招聘会、商协会及非公
经济代表人士座谈会等一系列活动，助推
营商环境优化。5月20日当天， 芙蓉区还
现场集中兑现了2018年度产业发展扶持
奖励政策，“发红包” 重奖432家经济功
臣，共兑现奖金4115万元。

当好企业“店小二”
“政府要当好企业的‘店小二’，为其

提供全面服务，帮其解决实际困难。”活动
中，芙蓉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春晖说。

针对长沙国际金融中心，芙蓉区启动
部门“组团”上楼模式，成立了由政府办、
商务局、税务局等部门组成的协调工作小
组，为“上楼”企业提供跟踪服务。不只是
长沙国际金融中心，2017年3月开始，芙
蓉区推行重点楼宇“楼长制”，31名县级
领导每人联系一栋重点楼宇，负责楼宇的
招商选资、配套服务与提质改造，为企业

帮困解难。
今年，芙蓉区又开通了“企业服务直

通车”，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要求
公安、城管、税务等重点涉企部门参与，重
点解决地产建筑、生物育种、商贸零售、金
融服务等不同领域、 不同类别企业的问
题，相关问题先搜集整理企业意见，再形
成政府文件。

“以前政策推行，往往是政府先下文
企业再对标，但问题是，政府端来的‘菜’
企业不一定爱吃。” 拓速乐汽车销售服务
（长沙） 有限公司特斯拉中国政府事务经
理蒋丹说，如今在芙蓉区，企业先“点菜”，
政府负责写订单、按菜单出菜。

除了线下服务，还有线上服务。活动
现场，“蓉易办” 微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上百件政务服务和涉企服务事项，只需动
动手指，足不出户即可在线办理。据悉，在
“蓉易办”上线前，芙蓉区“网上办”比例已
达95%以上。

芙蓉“520”，服务“10万+”

5月18日，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街道，居民在参加射箭比赛。当天，该区开展“幸福向北·运动季”全民健身社区
推广活动，来自各单位的14支队伍参加了射箭比赛和飞镖体验。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常宁市委副书记
唐奇林同志主动投案
目前正配合衡阳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张斌）记者今天从省
纪委监委获悉，常宁市委副书记唐奇林同志涉嫌违纪，
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衡阳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

唐奇林同志，男，汉族，1976年7月出生，湖南衡南
人，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1996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
衡南县泉溪镇文秘、团委书记、党政办主任，共青团衡
南县委副主任科员，衡阳市纪委副科级纪检员、宣教室
副主任，常宁市市长助理，常宁市副县级干部、官岭镇
党委书记；2011年6月至2016年8月任常宁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2016年8月至今任常宁市委副书记、市委
党校第一校长。

乐享健身运动

宁乡“五大礼包”
助力重点商圈商户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罗
晓林）“在店门口就能办营业执照， 真是太方便了！”5月
17日，宁乡荟锦电器行负责人伍悟辉来到自己店面附近
的光大银行办理营业执照， 不到2小时便拿到了证件。不
仅如此，他还在等待之余免费开立对公账户，享受了“一
站式”服务。

在银行开设营业执照代办专柜， 是宁乡市市场监管
局进一步贯彻“放管服”改革工作要求、优化营商环境和
服务重点商圈商户,而推出的“五大礼包”举措之一。截至
目前， 该市相关银行网点已为商户代办核发营业执照
248户，同步开立对公账户46户。

据悉，今年以来，宁乡市全面推行“重点商圈商户优
化营商环境”活动，在全市布局成立大河西商圈、豪德市
场商圈、炭河里商圈等“十大商圈”服务点。由全市25家
部门单位安排专人负责联络服务， 重点为商户解决交通
拥堵、信息不畅、证照办理、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宁乡市市场监管局今年整合各项举措，通过发放“五大
礼包”助力重点商圈发展。“五大礼包”包括利用全市银行网
点优势，便捷商户注册；组织工作人员下基层、进商圈、入商
户，实现足不出户可完成年报公示；增设消费维权服务站，
指定专人就近化解消费纠纷； 通过定期走访， 收集意见建
议，为商户排忧解难，定期开展法律援助、送政策法规上门
等活动；在各大商圈依法打击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无证无
照、消费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