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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贺敏)湘潭市城管局为
联点企业恒润高科介绍了200万元的
市场采购订单；市司法局为60家民营
企业开展一对一“法治体检”……8月
16日，记者走进湘潭市市直部门与企
业，听到不少在政府帮助下解决企业
难题的事例。

一个个生动事例，源于该市启动
的“千百扶培”精准服务企业行动。今
年，湘潭市挑选了100家带动能力强、
创新能力好的骨干企业进行重点培
育，使之成为全市企业创新转型发展
的标杆。 同时， 遴选1000家有市场、
有技术、有品牌的中小企业，由各区
县和园区开展“一对一”帮扶。 目前，
湘潭市已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帮
扶全覆盖。

“千百扶培”行动开展以来，市委

书记和市长带头，市级领导，县市区、
园区和市直部门负责人扑下身子，带
着真情，定期或不定期到联点企业走
访调研，在一线听取情况、解决问题。

“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融资
难”“希望解决企业动能转换不强的
问题”“人才是制约我们发展的最大
瓶颈” ……在与企业负责人交流中，
该市将收集到的问题分类整理，并建
立了问题清单。

“病症”找到了，“药方”如何开?
湘潭市工信局负责人介绍， 今年，该
市“对症下药”，组织了4场惠企政策
宣讲会和专题培训班， 由市
直单位负责人向企业宣讲政
策； 组织160余家企业和30
多家金融机构举行银企对接
会， 一些中小微企业项目和
智能化改造项目与银行签约

……通过系列精准措施， 今年上半
年， 全市累计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
414.10亿元，同比增长8.7%。

为加快更多项目落地，发展壮大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湘潭市还出台
了《招商引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企业
承诺制试行办法》，对照精细的“清单
式”承诺制办理程序，由企业“点菜”
提要求，政府督查室定任务，各级各
部门“端盘”抓落实。 正是由于有了优
质的服务“软环境”，今年前7个月，共
有18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项目落
户湘潭，项目总投资额达82.95亿元。

� � �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向玉龙）8月17日晚，
怀化市洪江区洪江古商城， 月上檐
角。景区外新民路风情街，华灯如昼，
穿着旗袍的少女轻歌曼舞，叮叮当当
的黄包车穿街而过。而在沅水边的美
食街区，游客在秋风吹拂下尽情享受
特色小吃。

一边风情别致，人潮汹涌；一边
美味诱人，生意火爆。 身处其中，来自
四川成都的游客陈国廷感叹：“游玩
吃喝全都有，这生活安逸得很呐！ ”

8月2日晚，2019洪江古商城“八月
天天乐” 启动， 也拉开了洪江区新一

轮“夜经济”大幕。洪江古商城为游道新
近安装的古典景观灯，再现“烟雨洪江”
繁荣多彩的夜景。 每周五至周日，在新
民路民国风情街推出大型主题游活
动。 每周六晚， 新景点洪江1915大厅
“芳华入梦”情景演绎如约而至，演绎
“民国夜洪江”之繁华。游客乘坐黄包车
夜游民国风情街，观古商城夜景，再赴
沅水河畔有民谣晚唱相伴的露天清
吧，感受千人广场舞的壮观。

打造“夜经济”，“吃货”少不了。 洪
江区城东滨江“最潮最好吃”美食街撩
动游客味蕾。 微风习习的夜晚，沅水边
上，鸭子粉、杀猪粉等传统小吃以及冒

烟冰淇淋、拉丝热狗、麻辣小龙虾等网
红美食，迎来一拨拨游客，一些餐桌边
排起了队。“湘西货”在洪江古商城“烟
雨洪江”开辟湘西美食特产街，汇集大
湘西特产、特色小吃、网红美食、民间艺
术等，让游客目不暇接。

“‘夜经济’拉动消费，激活了旅
游新潜能， 助力打造旅游目的地城
市。 ” 洪江区文旅局局长明芙蓉说。
仅8月2日至4日（周五至周日），来洪
江区的游客就达15万余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4800万元， 与7月第一个
周末相比，均增长一倍以上，过夜游
增长86%，民宿、酒店一房难求。

常德重罚
露天焚烧行为
一个火点罚款10万元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黄道兵 )今天，记者从常德市生态环境局获悉，经常
德市政府同意，《常德市市城区秸秆及垃圾禁烧工作
考核惩罚办法(试行)》于近日正式印发，该办法突出
重罚重奖机制，将按每个火点10万元的标准，对农
作物秸秆及垃圾露天焚烧行为进行处罚。

考核对象为常德市城区及周边33个乡镇 (街
道)。 即日起，常德市蓝天办将采用无人机航拍及现
场抽查等方式， 对农作物秸秆及垃圾露天焚烧行为
进行考核认定。 由常德市财政局按每个火点10万元
的标准，对相应区（县、市)进行资金扣缴，所缴罚款
用于奖励禁烧成效较好乡镇及市、县有关部门。对露
天禁烧工作不力、 火点数较多、 造成较大影响的区
（县、市），还将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约谈、问
责。

从“见河长”到“见成效”
岳阳河湖长“打卡”

巡河成常态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杨大智 夏宇 ） 昨天， 湘阴县鹤龙湖镇党委书记、
镇第一河长秦献鹏沿着湘江东支河段巡河， 同时打
开手机登录巡河APP“打卡”，并将发现的河道垃圾
等问题拍照上传， 交给镇河长办处理。 镇河长办派
人及时进行整改， 并由工作人员将销号资料上传。

岳阳滨洞庭、 临长江， 水系发达， 河湖众多。
近年来， 岳阳市委、 市政府全面推进河(湖)长制工
作落地生根，将长江、湘江、汨罗江等16条河流环境
整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分别由市级领导任河
（湖）长，以上率下“守护好一江碧水”。同时推动市县
乡村四级河长实现全覆盖，制定有河湖巡查记录表、
APP打卡记录、“一单四制”资料、巡河统计情况表等

“五有”巡河标准，并推行一周一通报、一月一督查等
“五个一”工作机制。 各级2114名河（湖）长“打卡”巡
河率达99%，截至目前累计巡河达5.79万余次。

对巡河发现的问题，岳阳市按照问题清单、交办
制、台账制、销号制、通报制的“一单四制”办法，及时
交办整改。 今年来，该市先后下达市级河长令39个，
并严格实行“一令一档”抓落实；市县乡三级河长发
现问题1994个，问题销号率达100%。 目前洞庭湖水
质综合评价达地表水Ⅳ类， 总磷平均浓度较去年同
期下降14.7%，实现了从“见河长”到“见成效”的转
变。

遇天灾可“兜底”
常宁近10万亩油茶林

买了“天气保险”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钱辉)记者今天获悉，常宁市14家油茶种植企业，日
前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宁支公司
签订投保协议， 为9.93万亩油茶林购买天气指数保
险，标志着该市油茶种植迈入“全保险时代”。

常宁市拥有油茶林100余万亩，去年，全市产茶油
1.14万吨，年产值达31.3亿元。 油茶树作为助力该市农
民增收的“致富树”，其生长过程中一旦遭遇干旱、低
温、冻害等气象灾害，将导致油茶果产量变化无常。

为让种植户不再因恶劣天气揪心，今年，衡阳
市推出天气指数保险试点，对符合条件的油茶种植
户进行承保、理赔等服务，为油茶产业健康发展撑
起“保护伞”。

据悉，天气指数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 根据被保
油茶的树龄， 保险每亩保额为500至1000元。 每亩
保费为30元，其中市级财政补贴40%，县级财政承担
40%，种植户自交20%。 保险期内，油茶林所在区域的
月最高气温或月最低气温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起赔
标准时， 即视为保险事故发生， 保险人按照保险合
同约定负责赔偿。 这样一来， 种植户一旦遭遇极端
天气， 造成油茶产量减少、 质量降低， 就能有兜底
保障。

“天气指数保险是我们的‘定心丸’，让我们种
油茶更有底气!”刚投保的碧翔农业开发公司负责人
陈敏说， 他种植的1.5万亩油茶总保费47万余元，公
司仅花保费近10万元。

衡阳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天气指数保险
是种植业保险的有益补充， 可增强油茶种植户 (企
业)抵御自然风险、保障生产稳定的能力，助力油茶
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沅陵为驻村扶贫干部
“送清凉”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纯意
全海艳）8月20日， 沅陵县总工会、 沅陵县委驻村办
组织开展“送清凉、助扶贫”活动。当天， 慰问组顶着高
温， 分别来到楠木铺乡庙王山村、 常德湖村和官庄
镇黄壤坪村， 为驻村扶贫工作队送上西瓜和清凉用
品。

从8月20日起， 沅陵县各级工会组织和各乡镇
扶贫工作站将采取集中发放和走访慰问形式，深入
基层一线，为全县386支省、市、县驻村扶贫工作队
的920名驻村扶贫干部职工， 送去价值10多万元的
清凉用品。“开展‘送清凉’活动，体现了组织上对我
们的厚爱，我们将更加努力工作，出色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 ”正在项目工地上劳动的沅陵县残联驻常
德湖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伍先成说。

沅江“过筛”
教育扶贫资金
已追缴资金56.99万元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 (通讯员 刘玲 黎玉环 记者
龚柏威)记者今天从沅江市纪委监委获悉，该市开展
教育扶贫集中专项治理工作，已立案2人，追缴资金
56.99万元。

沅江市教育扶贫集中专项治理工作从今年7月
起展开，主要针对教育扶贫中创业培训、残疾人培
训、 义务教育贫困学生生活补助费发放等方面问
题，成立专项督查组进行督查，已发现疑似问题线
索94条，移送问题线索10条。 疑似问题线索涉及民
政、扶贫等5个职能部门和14个乡镇（街道、场），涉
及资金6625.45万元。 市纪委监委收集相关资料台
账，并进行分类整理、系统查阅，逐一“过筛”，严防
出现“死角”与“遗漏”。

下一步，沅江市将把督查范围扩大到所有中小
学校及职业院校。

� � �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肖澎）“当前企业发展有什么
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提供哪些方
面的法律服务？ ”8月21日，株洲市石
峰区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帮扶企业，
开门见山地问道。

据了解，今年来，石峰区检察院
积极开展“温暖企业”系列行动，包括
大走访、大接访、涉企案件专项监督、
企业发展治安环境专项整治、 涉企
“两法衔接”及公益诉讼等，为企业发
展提供良好法治环境。

目前，石峰区检察院由院领导牵
头、全体干警参加，分片包干，已对区
内100余家企业进行走访， 收集问题
线索18条，分类梳理后，将其中13条
分别转区温暖企业办公室、区检察院
民行科审查办理。

“千百扶培”助推企业发展
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帮扶全覆盖

湘潭市

游玩吃喝点燃“夜经济”
激活游客、过夜游和旅游综合收入大幅增长

洪江区

� � �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王昆
马蓓芳）日前，隆回县纪委监委举行纪检监察干部审查
调查谈话比武，决赛采用模拟谈话情景方式，以进一步
提高干部业务水平。 据了解，今年来，隆回县纪委监委创
新采取学练结合方式开展全员培训，这次比武是提高纪
检监察业务水平的方式之一。

“微信讲堂”是其创新学习平台之一。 每个工作日
晚上，“纪检监察业务学习讨论”微信群里，“微信讲堂”
准时开讲，由纪检监察干部轮流讲授线索处置、调查取
证等方面的工作经历与感受，大家一起讨论与交流。隆
回县纪委监委还与湖南大学合作，依托湖大的教育平
台、师资力量和人才资源，建立“魏源人才计划”培训协
作机制，邀请湖大专家教授为纪检监察干部作法学知
识讲座，并组织干部到湖南大学廉政教育基地进行理
论和业务培训。

“通过全员大培训，促进纪检监察干部理论水平
和业务能力大提升，监督执纪取得新成效。 ”隆回县委
常委、县纪委书记邓闽榕介绍，今年上半年，县纪检监
察部门共办理信访举报155件、 处置问题线索679件、
立案296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35人、移送司法9人。

隆回：学练结合
擦亮反腐利剑

� � � � 8月21日，湘潭市雨湖区车站路与文化街交叉路口，市公汽公司14层智能化立体停车楼主体框架结构建成，开始进
行内部车库转盘底座和竖向轨道设备安装，年底可投入使用。 湘潭市公汽公司立体停车楼总停车位447个，其中涵盖429
个社会停车位、18个公交车停车位。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肖畅 摄影报道

湘潭市公汽公司立体停车楼主体框架结构建成

� � � �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 （通讯员
骆国平 侯付元 记者 颜石敦 ）8月
16日，沿着蜿蜒的公路，记者驱车来
到桂阳县太和镇清和村，嵌在青山之
中的燕塘麻地碎石场一片繁忙，传送
带不断运出碎石，旁边的渣堆披上绿
装，雾炮机不断有水雾喷出。

眼前的景象，完全颠覆了人们昔
日对采石场的“灰袈裟”印象。 这些可

喜的变化得益于桂阳对采石场的从
严整治。 桂阳石料资源丰富，采石场
众多。 此前， 大部分采石场都存在扬
尘、污水、渣堆处理不规范等现象。 近
年来，该县对境内40多家采石场按照
国家标准要求进行整改。 各采石场加
大环保投入，包括在破碎、传送带、道
路运输、装卸过程中做好防尘措施，对
产生的废水和渣泥按要求进行处理。

据介绍，桂阳已有20多家采石场
完成整改。 该县空气质量逐步好转，
在今年上半年空气质量检测中稳居
全市前列。“以前， 这儿树都是白色
的，天晴时从远处看如烟雾一般。 ”燕
塘麻地碎石场负责人刘积忠说，他们
先后投入300余万元，增设雾炮机、洒
水车，修建雨污分离水沟，搭建厂棚，
让破碎机及传送带全封闭作业。

“暖企”行动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石峰区检察院走访百余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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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0 259680
1 317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458
1166
10546

6
23
226

48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4376
89852

379
248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8月21日 第2019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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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309 15 16 17 22 25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21日

第 2019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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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1040 624000

组选三 622 346 215212
组选六 0 173 0

2 25

临澧中药材种植
成致富新途径

湖南日报8月21日讯 （通讯员 欧明全 刘红梅）
8月16日， 临澧县烽火乡哗溪桥村党总支书记杨家
代表村里为县中医院呈送一面锦旗， 上写“中医医
院真热心， 贴心贴己为农民， 因地制宜种药材， 扶
贫帮富心相印”。 该县通过发展中药材产业， 为贫
困村民找到脱贫致富的新途径， 全县有241户贫困
户通过中药材种植脱贫摘帽。

临澧位于湘西北， 中药材种类丰富。 经第一轮
中药材普查， 该县有141种重点品种信息资料录入
湖南省药材数据库。 为帮助农民开展中药材种植，
临澧成立了由县政府牵头， 纪委、 财政、 农村农
业、 林业、 科技等部门和县中医院组成的中药材开
发领导小组， 3000名机关干部实地引导农民发展
中药材种植。 近年来， 县政府先后拨专项资金
2500万元， 重点支持中药材丰富的烽火乡哗溪桥
村、 兰田村、 百草村等27个村开展中药材开发。 临
澧县中医院耗资50万余元， 将临澧本土中药材品
种及常规种植技术编印成册， 发放到全县驻村干部
及乡、 村干部的手中， 作为帮助农民增收的蓝本，
并举办了15期计6.8万余人次参加的中药材种植技
术培训班。 目前临澧乡村处处飘药香， 发展中药材
种植已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新途径。

桂阳采石场脱下“灰袈裟”
对40多家采石场按照国家标准要求进行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