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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彭永礼

长沙市开福区近日召开营商环境工
作推进会，会议开场一段16分钟的暗访视
频，直击区内营商环境的短处、痛点，令会
场在座的相关责任单位负责人面红耳赤。

为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善，开福区以
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核心，从理念更新、
办事更快、成本更低、市场更活、服务更优
的“五更”理念出发，简政放权甩开手，优
化服务走入心，促进了商事主体首次突破
10万户。

简政放权“减”出效果
湖南一达通是为1700多家中小微企

业提供外贸综合服务的企业，原来每月要
提供1000多份纸质出口退税申报资料。
今年以来， 开福区大力精简办事流程，推
进无纸化申报，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办好退
税业务。该公司税务经理张丁南说：“以前
因程序复杂要每月13日以后才可申报，现
在能提前11天，大大提高了公司资金周转
率。 ”

今年1月， 开福区出台了优化营商环
境16条具体措施，将企业反映强烈的减费

降税、简政放权等问题形成95个项目任务
清单，大刀阔斧做“减法”,为企业削减成
本，全区涉税业务实现“一网通办”，首次
办税时间不超过90分钟。 深化“证照分
离”改革，广告发布登记证、出版物零售证
等实现43证合一， 审批材料精简87%，审
批时限缩短91%；区级“不见面”办理事项
87项，“最多跑一次”事项达414项。

长沙华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以前申领二类医疗器械，要先跑工商
后跑食药监，办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社
保登记等，须来回好几趟，费时费力，现在
一证搞定太方便了。 ”

优化服务“加”满信心
走进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大

厅，有一排醒目的“文件柜”，企业需要的
40多种表格一应俱全， 这一贴心小举措
实行4个多月以来广受点赞，免去上网、查
找、下载、打印之繁琐，可谓深得民心。

开福区优化营商环境从小处着眼，从
大处着力。 融资难是企业发展的普遍痛点，
金霞经开区采取“园区+企业”模式，设立了
3000万元规模的外贸出口退税资金池，今
年为企业垫税2493万元。 为帮助企业破解

信息不对称、融资门槛过高，政府搭台设立
企业信贷风险补偿金，举行“百银千企”对接
会，促成大批企业实现融资。

7月6日，开福区成功举办“万企融网
闯国际”电商峰会，助力中小企业抱团发
展“乘网”出海。

7月21日，开福区发布《紧缺人才目
录》， 以每年不低于1亿元的财政补贴,真
金白银帮企业揽才。

望着即将落成的280套人才公寓，长
沙拓沃工程机械公司总经理张鹏说：“以
前在企业发展中碰到问题， 不知道找谁，
现在政府主动上门服务，减费、融资、招人
一揽子帮到底，让企业对发展充满信心。”

商市主体“乘”倍增长
“我们这种小餐饮店经营许可证到社

区就可办好，不用再排队。 ”
“以前经营药品许可证要等3个多月，

我这次十几天就拿到了。 ”
今年5月开始， 开福区率先在长沙

推出《城市社区（全岗通）工作制度》，
93个城市社区70%的人力进到网格、楼
栋，把“坐等上门”变为“主动入户”，深
入一线聆听企业、居民呼声。

针对商户集中的重点片区， 开福区打
造了万达、泊富、华创、北辰等8个楼宇商圈
党群服务中心，企业一个电话，证照、人才、
金融、法律等服务全部可在“圈内”解决。

在经济大环境趋冷的大背景下，开福
区去年GDP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获评

“中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今年上半年完
成社会固定投资306.3亿元，增长11%。 截
至8月2日，开福区今年新办企业5865户，
新增个体户9330户， 该区商事主体达
100052户，首次突破10万户。

“企业家的成功就是政府成功，我们
坚持以厚待投资者、 服务纳税人的理念把
企业和企业家摆在C位。 ”开福区委副书记、
区长刘拥兵说，开福区以“五更”和16条具体
措施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 以最宽的准入，
最省的费用，最高的效率，最优的服务打造
营商环境的“开福样板”，辖区内存续市场主
体已连续3年增速保持在25%以上。

1至7月长沙进出口
总值破千亿元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 （见习记者 唐璐 通讯员 许
杰）星沙海关今日透露，2019年1至7月，长沙进出口总值
破千亿元,达10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2%，增幅高
于同期全省增幅1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17.4亿元，增长
86.9%；进口306.5亿元，增长23.8%。

据介绍,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推动长沙进出
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出口方面，机电产品、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增速较快。 1至7月，长沙市出口机电产品365.6
亿元，增长83.8%，占同期全市出口总值的50.9%；出口高
新技术产品145.5亿元，增长83%，占同期全市出口总值
的20.3%。 进口方面，1至7月,长沙市进口机电产品177.6
亿元，增长12%，占同期全市进口总值的57.9%。 得益于
长沙市多条国际货运航线的开通，全市水海产品成为外
贸增长的新亮点,汽车、农产品进口增速也较快。 1至7月,
水海产品进口6.9亿元，增长449%；汽车进口23.4亿元，
增长208.6%；农产品进口42.5亿元，增长1倍。

益阳集中整治国省干线
“马路市场”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 (杨玉菡 沈贤龙 刘鹏)8月13
日，益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各县（市、区）开展整治“马路
市场”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国省干线公路两侧摆摊设点
等交通乱象。 据了解，这次行动将持续至8月底。

眼下正是黄桃等水果上市旺季，部分农户图赚“快
钱”，在国省干线公路两侧摆摊设点占道经营，造成交通
拥堵。 同时，摊点遮阳伞、广告牌等遮挡驾驶员视线，容
易引发交通事故。 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耐心劝导，引导
经营户配合执法。 对个别不配合者，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仅8月13日当天， 益阳市就出动执法车辆42台次、 人员
256人次，清理占道经营摊点106处。

为降低整治行动对农产品销售的影响，益阳市部分
县（市、区)政府已通过微信群帮忙销售瓜果。各地有关部
门正会同乡镇、村，规划建设集中销售点。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周舟 陈尚彪

穿着红马甲，手拿烧火钳和塑料袋，由
3至5人组成的一支支志愿者队伍， 穿行在
蜿蜒起伏的村道上，把烟蒂、槟榔渣等垃圾
捡起来， 装进袋子……这是记者近日在安

化县南金乡南金村看到的
一幕。

南金村地处柘溪水库
腹地， 山高路远， 地广人
稀， 全村1926人大多是水
库移民，曾是省级贫困村。
以前村里河边、 路上垃圾
杂物乱扔乱丢， 形成不少
卫生死角。 前些年，村里搞
农村清洁工程， 环境卫生
状况有所改善， 但没有根
本性改观。

“去年底村里脱贫了，

从今年开始村里环境卫生状况也出现了
喜人的变化，村里越来越美了。 ”南金村
党支部书记夏建兴向记者介绍， 怎样使
村子更美丽？ 他与村委会主任夏君军商
量，决定结合村里实际，组织村里妇女，
成立以她们为主的志愿者队伍， 维护村
里环境卫生。 夏建兴解释，村里留守妇女
多，她们大多在家里当家做主，把她们发
动起来组成志愿者队伍， 对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肯定有好处。

“今天早上6时多我就出来了，一般
搞到上午11时左右。 ”在村里毗溪河畔，
记者遇到了正捡拾垃圾的夏金花， 她是
村志愿服务队队长。 她说，在村支两委倡
导下， 村志愿服务队今年4月底成立，已
由当初十几个人发展到100多人了，还建
立了微信群。 只要天不下雨，她们每天
都会相约一起出来捡拾垃圾、 打扫卫
生。

“在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里，边走边

搞卫生，一天要走一两万步。”较早加入
志愿者队伍的村民谭桂英说，环境卫生
搞好了， 身体也得到锻炼， 一举两得 ,
“我们在这样干干净净的环境里， 住着
也舒心。 ”

“以前村里农历每月逢初三、初八赶
集，集市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现在这
种状况不见了。 ”夏建兴说，志愿者既是
保洁员，也是环境卫生宣传员、督察员、
劝导员，在他们影响下，村民们正在逐渐
形成爱护环境、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

记者行走在南金村硬化的村道上，
目之所及，路边垃圾不见了，路旁杂草
也清除了，有的地段还栽种了一些花花
草草。 据了解，南金村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3个多月来， 全村共清运垃圾100多
吨。 南金乡党委书记吴盛梨说，南金村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的做法接地
气、聚人气、创风气，值得提倡，将在全
乡推广。

宁乡124个“透明厨房”全新亮相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姜笑

澜）厨房干净吗？厨师讲卫生吗？菜品缺斤少两吗？今天，宁
乡市124个“透明厨房”全新亮相，顾客可以透过玻璃窗或屏
幕看到烹饪全过程。去年以来，宁乡市分期分批对持证小餐
饮，进行“透明厨房”提质改造，至目前已完成改造324个。 今
年建成并完成验收124个，占全年目标200家的62%，工作进
度在长沙六区三县（市）排名第一。

小餐饮“透明厨房”提质改造工作，是长沙市和宁乡
市重点民生实事工程，也是长沙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的一项重点工作。 为做好这项工作，宁乡市市场
监管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总工程师任副组长的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下发宁乡市《小餐饮“透明厨房”提质改造
工作方案》。 今年200个目标任务已细化分解到各所（分
局），预计10月份将全面完成。 通过“透明厨房”提质改
造，小餐饮店店面更整洁、操作更规范、食品更安全、顾
客更放心。

双牌库区移民脱贫致富步伐加快
人均纯收入增加到1万元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胡凤
开 ）8月14日， 双牌水库库区移民村双牌县五星岭乡朝阳
村，平菇长势喜人，外地客商纷纷上门采购。 据悉，平菇产业
已带动54名水库库区移民脱贫致富。 这是双牌县引导和扶
持水库库区移民发展产业，推动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双牌水库库区移民， 涉及8个乡镇43个村31342人，
移民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数居全省之首。 由于受自然条
件影响，多年来，水库库区移民脱贫致富困难。

近年，双牌县大力引导和扶持水库库区移民，因地
制宜发展致富产业，积极开展库区移民农业实用技术培
训。 加强水库库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
动产业发展，先后投入2000万元，加强水库库区配套设
施建设，扶持养牛、养羊大户216户，建立5000亩油茶基
地、1000亩药材基地和5000亩茶叶基地。

产业兴，水库库区移民致富步伐加快。 到目前，双牌
县水库库区移民人均纯收入从2014年不足2000元，增加
到2018年人均收入1万元。

� � �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李青 黄玲玲 曾新昌）8月13日
上午，蓝山县祠堂圩镇各村广播里，像往
常一样播放着防溺水歌曲《生命的翅
膀》。 永州联防联控防溺水，取得明显效
果， 该县今年暑假以来无一例学生溺亡
事件发生。

永州市加强联防联控防溺水， 中小
学生溺水事件大幅减少。永州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学生防溺水工作，
并召开专题会议部署， 深入一线督查水
域安全。县区党政领导压实责任，狠抓落
实，加强问题整改。 江华县构建“政府主
导、村委主管、家长主防、教师宣讲”的安
全联防联控体系， 组织2000余名志愿
者，到150余个村（社区）召开家长会，为5
万余人次学生及家长宣讲防溺水等安全知
识。冷水滩区积极开展暑期家访，组织教师
深入学生家庭，面对面或电话、微信，提醒
家长加强对子女预防溺水的监管。 新田县
各乡镇和水利部门在辖区的水库、河流、山
塘设置警示牌。

该市乡镇(街道)、村(社区)组织力量
对辖区内重点水域进行巡查， 在重点水
域的醒目位置设立警示牌， 利用村村响
广播宣传防溺水知识。学校以短信、微信
等方式，敦促家长认真履行监护人职责。
目前，永州市建立起市、县、镇、村四级防
溺水工作联动机制， 形成防溺水工作强
大合力。

商事主体首破10万户
———开福区以“五更”理念改善营商环境纪实

乡村振兴纪实

永州联防联控
防学生溺水

� � � � 8月14日， 益阳市
赫山区兰溪粮食产业
园大宏米业有限公司，
工人将收购来的夏粮
入库。 该区是我省产粮
大区，今年早稻播种面
积54.1万亩， 产量突破
25.5万吨。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夏粮
收购忙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312617
0 1674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72
542
8441

3
12
182

98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601
88628

258
241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8月14日 第20190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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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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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14日

第 2019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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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 1040 1462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27 173 28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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