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穹顶”凿出致富路
———娄星区双江乡环山公路建设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陈峰 邹国栋

7月23日中午， 气温36摄氏度，热
浪一波接一波。 在娄底市娄星区双江
乡洪家山海拔765.9米处，正在跟班修
路的洪家山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刘忠
林，脱掉上衣拧干，露出了红黑相间的
“熊猫装”。因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他
的皮肤被大面积晒伤。

蹭掉满脸大汗， 他给工友鼓劲：
“免费晒太阳浴，大家抓紧干，保质保
量把路修好！”

这段8.7公里的公路，是洪家山森
林公园内一段环山公路， 蜿蜒穿梭于
平均海拔700米左右的山林间，连接着
新庄、洪山、万家3个村庄，既是防火带
又是旅游线， 更是村民期盼已久的致
富路。

随着杜鹃花海、瞭望台、圣仙洞等
旅游资源的开发，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游客来此休闲度假。但茂密的树林、险
峻的地势、孤立的景点，让游客对这个

省级森林公园“爱恨交加”。
路打通了，车开进来了，满目的绿

意才能被更多人赏识，生态旅游的“招
牌”才能打响。

现场， 改装有破碎锤的挖机在前
方开路，凿石、破土，沿着山的表层一
点点开出道来。普通挖掘机紧跟其后，
娴熟地整理着每一寸土地。 打前锋的
人配合默契， 还有两名干部一前一后
蹲守在挖机旁边， 密切关注着山间落
石，确保施工安全。

“两位师傅暂时休息一下，我们去
前面探探路。”说话的是乡里退休的林
业站站长陈桂桃， 得知环山公路项目
开工后，他主动请缨来到前线，站好最
后一班岗。从7月6日动工到现在，陈桂
桃已经穿坏了2双行军鞋。

再好的鞋也经不起山路的“折
腾”，陈桂桃坦言：“修山路是一件极具
挑战的事情，海拔高、石头多、坡度大、
植被丰富， 再加上今年夏季前期强降
雨、后期暴晒，对施工增加了难度。”

“好在大家都很给力！”正在检查

设备的副乡长谢世强接过话匣子，“每
天从早上7点作业到晚上7点， 没有一
个人有怨言，晴天接受高温考验，下雨
天撑把伞守在山崖一侧， 人人各司其
职。”

建设零阻工、干部零违纪、安全零
事故、项目零签证，这是乡里定下的规
矩。 半个月下来，10名工人和8名干部
一起创造了“洪家山速度”———新路加
老路，已经凿通了3.6公里。刘忠林说，
路修好以后， 与山脚的游步道顺利打
通，3.5至5米的路基，大车小车都能直
接开到山顶，一览森林公园的美景。

山上忙修路，山下忙生产。
双江乡党委书记罗建湘告诉记

者：“环山公路的建设， 给村民们带来
了致富的希望， 大家都在为下一步的
旅游发展做准备。”

新庄村村民贺建魁把自家“别墅”
改造成农家乐，休闲、餐饮、民宿一条
龙； 隔壁农兴村村民王小兵在山脚下
建设了占地40亩的青蛙泥鳅养殖基
地，他正策划着办一场“钓蛤蟆”比赛。

依托道路建设，双江乡配套产业得
以快速发展，养鱼合作社、水果采摘园、
莲蓬种植基地、 红色文化旅游基地、游
客中心等相继建成或开工建设，一幅乡
村旅游的美丽画卷正徐徐打开。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李永亮 袁思师）7月23
日，株洲市渌口区青龙湾港渠沿线排污口截污项
目动工建设。至此，今年来，株洲市已开工建设黑
臭水体整治项目6个，年内还将动工3个。

据介绍，除青龙湾港渠项目外，株洲市已开工建
设的项目还有石峰区荷叶塘干渠（上游）、经开区荷
叶塘干渠（下游）、天元区隆兴排水渠、醴陵市西岸
河、芦淞区曾家坪塘柳树塘等黑臭水体整治项目。此
外，石峰区人民北路至白石港整治项目、茶陵县下东
街道沿河村水塘整治项目、 茶陵监狱侧水塘整治项
目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开工。

去年，株洲市根据省住建厅要求，先后多次
组织人员对黑臭水体情况进行摸排，确定在2019
年至2020年建设黑臭水体整治项目26个。 其中，
2019年完成9个，2020年计划完成17个。 目前，
2020年17个整治项目已完成方案编制及评审工
作。这些项目完成后，株洲市城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将消除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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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胡宁 马贵)只要跑一次，就能顺利
拿到开办公司所需的所有证件， 湘潭昭山
示范区优质的服务“软环境”让投资者连连
称赞。7月22日， 湖南颐和云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杨龙告诉记者， 他们公司是昭
山新引进的健康产业项目， 公司成建制从
长沙搬迁到昭山，所有证件都需重新办理。
昭山一次性告知资料清单， 待提交资料后
全程代办，全部证件即可一次“到手”。

今年来，昭山示范区积极落实“最多
跑一次”并联审批制度改革，梳理出74项
“一件事一次办”事项清单，将非涉密项目
的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全部纳入平台
办理。 对市下放到区的117项权限和32项
公共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清理，优化办事指
南和流程图，并在区政府网站、政务大厅
对外公开。

同时，昭山示范区还利用“互联网+政
务服务”和大数据，推进审批、办事服务标

准化。通过实施“一窗受理、受审分离、集
成服务”，实现群众和企业办事“一件事一
次办”；通过权力下放和整合优化基层办事
流程，推进“就近能办、同城通办、异地可
办”，实现群众和企业办事“就近跑一次”；通
过深化政务数据应用和共享， 推进在线服
务，实现群众和企业办事“不用跑一次”。

为加快项目落地建设， 昭山示范区又
推出了《招商引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企业
承诺制》，对招商引资重大产业项目落地企

业一次性告知项目的准入条件、审批流程、
审批环节清单、资料清单等，待资料提交后，
各部门(单位)的所有审批事项必须在规定
的承诺时限内完成。 昭山示范区政务中心
负责人介绍，现在，该区将企业开办时间由
原来的5个工作日缩短为2个工作日。

在优质“软环境”助推下，昭山经济跑
出了“加速度”。今年上半年，该区新增个体
工商户700余户，引进小微企业41家，威高
集团湖南区域总部等12个项目实现签约。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王晗 实
习生 林晨）反映问题直截了当，沟通答复
高效实在，交办跟踪责任明确……前不久，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把政企联席会开到了
映客直播第二总部、 梅溪湖西片区保障性
住房等项目工地上， 企业诉求被一一妥善
解决。“变‘请企业来’为‘到企业去’，新区为
企业办事尽心尽力， 给我们吃下定心丸。”
映客直播第二总部项目负责人说。

作为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新区， 湖南
湘江新区近年来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发展

经济的“先手棋”，招商引资已从主要靠优惠
政策到更多靠改善投资环境转变，新区连续
3年市场主体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 今年
上半年，新区新增注册企业11925个。

今年来，湖南湘江新区着力营造“尊
重企业家，优待投资者，服务纳税人”的良
好氛围，出台“营商环境优化年”实施方
案，实施效能提速、权益保护、政策落地、
实体经济降成本、重点产业项目全流程服
务等五大专项行动，以25条“硬措施”打造
一流营商“软环境”。尤其是在效能提速专

项行动中，简政放权、预审代办制、分阶段
审批和提交资料、取消简化一批、多审变
一审、容缺审批、压缩审批时限、规范中介
服务等8方面举措， 切实解决了各类变相
审批和许可、企业群众办事不便捷、投资
项目审批时间不够快、多头审批等问
题。目前，新区已有12个审批事项实
现“一个工作日办结”，其中5个事项
即来即办50分钟左右办结，4个事项
实现全程网办。

优化营商环境举措扎实有效，有

力提速了项目建设和经济发展。 据初步核
算， 今年1至6月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08.61亿元，同比增长9.1%；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964.10亿元，同比增长10.5%；其中，产
业投资占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48%。

湖南湘江新区以“硬措施”创一流营商“软环境”

下好发展经济“先手棋”

昭山74项事项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 （通讯员 李卓林 陈祎 记
者 颜石敦）7月19日至21日，第十五届“三月三诗会”
在桂阳县举行，舒婷、陈仲义、欧阳江河、宋琳等来自
全国各地的40余位诗人，相约古郡桂阳，以诗会友。

“三月三诗会”是由当代诗人倡导和发起的
文化雅集活动，自2005年开始举办，来自国内和
世界各地的当代诗人定期在江南周边地区聚会、
交流、采风、朗诵，并颁发“三月三诗歌奖”。

本届“三月三诗会”以“遇见桂阳山和水、倾
听古郡诗与歌”为主题，诗人们参观古书院、古戏
台、古宗祠，体验桂阳悠久的历史文化，感受桂阳
山水的豁达情怀，找寻文化跳动的脉搏。诗人肖
水是郴州“80后”诗人，曾任久负盛名的“复旦诗
社”第27任社长。他对桂阳古戏台情有独钟，多次
向全国各地的诗友推介桂阳戏台文化。“这次，终
于能现场体验一下肖水笔下戏台里的感觉。”不
少诗人这样说道。

7月20日晚， 桂阳县龙潭街道昭金村魏氏宗
祠内，第十五届“三月三诗歌奖”颁奖典礼暨朗诵
会迎着夜色上演。诗人欧阳江河获得“三月三诗
歌奖·杰出诗人奖”，诗人曹僧获得“三月三诗歌
奖·年度新人奖”。

通讯员 邱晓明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7月21日上午，记者来到石门县维新镇阳虎峪村五
保老人梁建国家， 老人正坐在家门口， 手中拿着评书
机，摇头晃脑地听着。他说：“搭帮县纪委的向主任，这
个评书机就是他给俺送来的， 他还帮助解决了俺的问
题。”

2017年11月， 梁建国来到石门县纪委信访室上
访，反映上个世纪80年代他和村里产生纠纷，司法所工
作人员收了他90元钱帮打官司，结果官司没打赢，钱也
没有退。信访室主任向炎华听后，仔细翻阅了梁建国带
来的资料，未找到有价值的证据。而且当时的见证人和
当事人或已离世，或已退休多年、去向不明。向炎华便
给梁建国留了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 让他有新的证据
再反映。

从此， 向炎华的电话就成了梁建国的“热线电
话”。 梁建国隔三差五打来电话， 询问信访办理情
况。去年6月，梁建国又来到信访室，在与向炎华聊
天时，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俺没得家人，
村里让俺去养老院住，俺嫌那里不自由，没去。俺就
住自己的土坯房， 前几年村里还给了4000元钱，让
俺整修房子。”

“老梁这种情况应属于危房改造，但资金不该只有
4000元。是否还有资金去向不明呢？”出于一名纪检干
部的敏感， 向炎华立即把梁建国说的情况反馈给维新
镇纪委。

维新镇纪委调查核实，早在2013年，村里就帮梁建
国申请了危改资金2.4万元。但梁建国对新建房屋地址
不满意， 他就自己找人加固房屋， 事后村里只给了他
4000元修缮费用，其余2万元由村支书覃某个人保管，
并陆续用于垫缴村集体支出。镇里调查后，覃某把剩余
的2万元退给了梁建国。今年6月，镇纪委给予覃某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同时，阳虎峪村村委会决定再拿出1.5
万元，为梁建国重新选址建新房。

看到向炎华真心实意为百姓办实事， 梁建国给向
炎华打电话更勤快了。他不再谈上访的事，而是经常唠
家常，有时午夜还打电话。向炎华意识到，老人家更需
要一种精神上的关心。于是，他给梁建国送来了一台评
书机，让老人听听评书排遣寂寞。

收到评书机后， 梁建国专门做了个皮套将评书机
装好，出门随身带着，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好干部
还是多，我现在也不上访了，等过段时间，再请你们来
我新房看看。”梁建国笑着对记者说。

“热线电话”
背后的故事

第十五届“三月三诗会”
在桂阳举行

株洲推进黑臭水体整治
今年来已开工建设相关项目6个

7月22日晚，
衡南县三塘镇，
民间艺人在表演
国家级非遗项目
打铁花。 如瀑如
幻的铁花， 吸引
了众多市民和游
人观赏。

曹正平 摄

铁花
飞舞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23日

第 2019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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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 1340 1177860

组选三 973 446 433958
组选六 0 223 0

5 4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7月23日 第2019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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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8227615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2
二等奖 6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519571
2 37366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36
54007
935004
8527271

30
1676
33346
309607

3000
200
10
5

0404 18 24 2914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85 7 1 9 8 1 4 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43883517.9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197 6 2 2
排列 5 19197 6 2 2 5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5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