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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罗毅 通
讯员 刘海华) 东安县公安局近日打掉一
个以陈某某为首的恶势力集团，抓获犯罪
嫌疑人6人，破获刑事案件4起。 以陈某某
为首的6人分别以涉嫌强迫交易罪、 寻衅
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被羁押。 这是该县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又一战果。

一年多来,东安县把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成立以县委书
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从县委政法委、县
纪委监委等部门抽调9人组成县扫黑办，
从公安机关抽调10名干警组建扫黑除恶

侦查中队，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该县配合永州市公安局成立“1·8”
专案组，打掉以刘某、胡某等人为首的恶
势力犯罪团伙，抓获团伙成员47人。 成立
“7·30”专案组，深挖出涉嫌黑恶、腐败的
12名国家公职人员和农村基层干部，移
送司法机关1人，追责8人。 相继侦破袁某
等开设赌场案、蒋某等寻衅滋事案、刘某
等聚众斗殴案、何某等强迫交易案等一大
批群众关注度高、 社会影响大的涉恶案
件。

该县还对重点村进行全面整治，对软
弱涣散的党组织进行整顿，夯实基层组织
建设。对省挂牌重点整治单位端桥铺镇和
市挂牌重点整治村白牙市镇宜新村、井头
圩镇紫江村开展重点整治,取得良好社会
效果。 共排查出13名党员干部违纪违法
线索，对邓某某、唐某等4人进行党纪
立案，刑拘12人，抓获7人。

目前，东安县已成功打掉3个恶势
力集团、6个恶势力团伙、 村霸2个，破
获涉黑恶刑事案件28起，刑拘46人，批
捕7件18人，提起公诉6件17人，移送永

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1件7人，判决5
件12人； 县纪委监委立案21起， 处理16
人， 移送司法机关1人， 其中科级干部4
人，党员14人。 在“百日攻坚”和“三贷三
霸”专项整治行动中，该县工作成效位于
全市第一。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黎国平 田晓雯）盛夏时节，张家
界武陵源核心景区游人如织。 6月20日，
记者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梓木岗门票站
发现， 多家民宿客栈都是客满。“梓山漫
居”民宿老板杜勇介绍，上千元一晚的房
间，订单已经排到了6月底。

近年来，武陵源按照“依托核心景区、
发展乡村旅游” 的发展思路， 每年投入

1000多万元，以交通基础设施、人居环境
整治、生态移民搬迁等项目建设为平台，规
划野鸡铺村、龙尾巴村、张家界村等3个乡
村旅游示范点。抢抓“引老乡、回故乡、建家
乡”活动契机，鼓励支持工商企业、社会资
本、 企业家、 职业经理人下乡回村投资兴
业，开发特色民宿等乡村旅游产品。短短几
年，一大批有情怀、有思想、有乡愁的在外
成功人士返乡投身民宿产业，打造出“五号

山谷”“梓山漫居”“璞舍” 等一大批备受市
场青睐的民宿品牌。 龙尾巴村是昔日贫穷
的空心村，如今却成了旅游“网红村”。村支
书邓国顺介绍， 火爆的民宿生意给村民带
来丰收，全村400多个床位去年接待游客8
万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900多万元。

火爆的旅游带来大量用工、 食材需
求，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 曾经的贫困
户李阿姨在“璞舍”民宿当清洁员，月工资

加奖金近3000元， 她家里种的水果、玉
米、茶叶、蜂蜜等农副产品，也成为游客的
抢手货。

民宿助脱贫，旅游促发展。目前，全区
已有特色客栈约300余家， 床位8000多
个。 2018年，武陵源客栈民宿业接待中外
游客230万人次， 实现乡村旅游总收入
12.9亿元，一大批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吃上
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

长沙营业执照
实现自助打印
最快半天可开办企业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胡谦）
“昨天在网上核名后，今天上午交资料，下午就拿到营
业执照了。”6月26日，长沙威巴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德明从长沙市岳麓区政务大厅满意而
归。 短短几分钟，他从一台自助打印机上，迅速领到营
业执照。

这是长沙首次在政务大厅新增营业执照自助打印
机。企业开办，一般包括营业执照办理、税务信息补录、
银行对公账号开户、公章刻制4个环节，其中，由于涉及
部门多、需要材料多、内容复杂，营业执照至少需要3天
才能出照。“现在，企业主体只要在网上完成核名，我们
会在1个工作日内核准申请材料。 ”岳麓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携带身份
证通过自助打印，最快半天可完成企业开办。

今年以来，岳麓区在政务大厅新增设4个办证窗口
和9个市场监管所窗口，同时接受现场挂号和网上预约
两种方式线下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为进一步破解企业

“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突出问题，当前，岳
麓区正大力推行“梳标点、网上批、邮递送、不见面”的
审批方式， 开通网上受理及申报通道， 帮助企业完成

“全程电子化”登记，让群众逐步由“最多跑一次”迈向
“一次不用跑”。

截至目前， 岳麓区网上可办理事项已由原来的
100余项增加至433项，网上可办率达到100%。 在良好
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政务服务下， 今年全区新增企业
5799户，同比增长31.5%。

白云山林场获评
我省首个“现代示范林场”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周勇军)6月25日，在石
门县召开的湖南省现代示范林场座谈会暨省国有林场
协会第四届三次理事会上， 石门县白云山国有林场被
省国有林场协会评为“湖南省现代示范林场”，成为我
省首个省级现代示范林场。

石门县白云山国有林场位于石门县皂市水库库
区，这里崇山峻岭，环境优美。 山顶建有有机茶园1500
余亩，茶园林茶相间，云雾缭绕，严禁使用各种化肥、农
药，所产茶叶自1999年以来，连续20年获得欧盟生态
研究所有机茶认证。

近年来，白云山国有林场大力发展茶旅融合、森林
康养产业，先后被评为省“十佳茶旅景区”、全国“三十
座最美茶园”，去年又被评为全省十佳国有林场之一。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
员 刘铁伟）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水利局获
悉， 长沙将于下月启动单村供水工程提质
试点。 首批5个试点工程均在浏阳，分别位
于镇头镇北星社区、官渡镇云山村、社港镇
清江村、澄潭江镇渠城村、金刚镇南岳村。

单村供水工程是指为了解决无法通
过规模水厂扩网入户问题，从而就近采用
山泉水、地下水、地表水、水库水作为水源
而打造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主要分布
在地形地势复杂、偏远、分散的边缘村组。
目前长沙地区单村供水工程共有195个，
涉及56个乡镇183个村。

在渠城村九龙组，记者见到一口澄碧
的山塘边， 山泉水通过泉口汩汩流出，经
过砂滤池初步净化后，被水泵抽到地势至
高处，再经过两道净化、消毒后，被输送到

山下的140户村民家与2所小学里。“此工
程日供水100吨，覆盖人口1000人。”渠城
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平介绍。

“单村供水工程水质虽然基本达到国
家安全饮用水标准， 但普遍存在规模小、
标准低、净化消毒设施不完善、管护不专
业等问题。 ”长沙市水利局党组成员欧阳
广才介绍，试点提质主要针对3个方面，提
升硬件设施，安装护栏、监控，修建化验
室、检测室，配齐消毒、化验设备；严格管
护制度，明确镇、村级责任人及专门的管
护人员，并签订镇、村、管理员三级管护协
议；强化水质检测，要求工程每日进行色
度、PH值、肉眼可见物等常规指标自检。

据了解，以5个试点工程为先导，长沙
将逐步铺开全市单村供水工程提质工作，
以确保农村饮水安全。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徐亮亮 彭展 ）记者今天从巴陵石
化了解到： 在近年来持续节能的基础
上，今年前5个月，该公司较上年平均水
平实现节能挖潜价值1400多万元，中石
化总部考核的15项能耗指标全部达标，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同比降低1%。

今年2月， 巴陵石化煤化工部合成装
置利用检修机会，及时对变换单元工况进
行整体调优， 并开展变换水气比优化测
试，确定最佳水气比值并固化，实现变换
系统的最佳综合效益。在粗煤气投入基本
相当的情形下（有效气负荷95%左右），通
过调优水气比， 一个月可挖潜创效近70
万元。

该公司实施系列“短平快”项目，循序
推进各项指标创行业先进水平。3月初，橡
胶部启动SEBS装置环己烷精制系统处理
能力提升项目，优化后，环己烷精制系统
处理能力每小时提升30吨， 可在其他装
置环己烷精制系统停车条件下，同时保障
多套装置需求， 每月可节电11.56万千瓦
时、节约蒸汽0.33万吨、循环水用量22.32
万吨，价值近25万元。

该公司己内酰胺部公用工程装置设立
能源消耗看板，推行可视化管理，每天统计
分析水、电消耗情况，积极开展地下管网查
漏、消漏，优化机泵运行。今年前5个月，装置
电耗同比下降14.92万千瓦时， 水耗同比下
降28.82万吨，节能价值69万元。

武陵源民宿品牌带火乡村游
去年客栈民宿业接待游客230万人次，实现收入12.9亿元

东安扫黑除恶斗争成果丰硕
破获涉黑恶刑事案件28起，打掉9个恶势力集团、团伙

今年前5个月
巴陵石化实现节能价值1400余万元

长沙将启动单村供水工程提质试点

确保农村饮水安全

跋山涉水上门服务
6月20日，永顺县小溪镇老村羊坡界，小溪供电所工作人员单程徒步2个多小时，上

门为独居在山顶的老人排除电力故障，检修电器。 该镇大部分区域位于山高林密的小
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于政策规定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修建公路，导致许
多村组都不通公路， 当地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步行走村入户开展工作。

童迪 朱玉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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