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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奕樊

12月上旬，记者随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
采访团，来到衡阳县西渡镇梅花村，但见平整
的通组公路蜿蜒通畅，像条玉带镶嵌在田园
之中，一直延伸到村民家门前。

梅花村通组公路的修建，得益于该村人
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站反映民意，积极协调
政府有关部门解决村民“出行难”问题。

拓宽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渠道，切实做
到“人大代表为人民”，是地方人大工作的重
点。2014年，针对以往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多

“文来文往”的情况，衡阳启动代表联系群众
工作站建设工作，在市、县、乡三级设立工作
站232个，组织代表轮流入驻接待群众来访，
使工作站成为代表在闭会期间依法履职、为
人民服务的重要场所。

随着工作的开展，衡阳进一步加强代表
工作站建设，对工作站进行“提质、扩面、统
一、规范”，使之覆盖到村（社区）一级，并明确
每个工作站必须达到“有活动场所、有工作站
牌、有办公设施、有代表信息、有工作制度、有

管理台账、有工作人员、有工作经费”的标
准。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工作站 1321 个，
其中村、社区建成 1089 个，有效解决了偏远
乡村群众到工作站反映情况不便问题。

在设在村部办公楼的梅花村代表工作站，
记者看到，宽敞明亮的工作站内，驻站人大代表
的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均进行了详细公示，活
动记录簿、接待人民群众登记簿、人大代表履职
档案等信息资料更是一应俱全。

听民声，解民惑，帮民困。硬件设施的完
善，带来的是人大代表为民履职水平的提升，
许多群众关心的问题，通过代表工作站这座

“桥梁”得以反映和解决。
“代表工作站是我们群众的‘服务站’。”

在衡南县花桥镇，当地居民周志明告诉记者，
以前该镇农业银行至东方明珠小区路口的路
灯，每天晚上8点半以后就熄灭了，居民经常
得摸黑通行。今年10月14日，他和其他几名
居民一起来到该镇的代表工作站反映情况，
希望能延长这一路段的路灯开灯时间。驻站
代表听取情况后，当即反映给镇政府研究处
理。第二天，镇政府分管领导与供电部门相

关人员便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并于当晚将路
灯供电时间延长至晚上10点。

代表工作站不仅解决“身边事”，还关注
“发展事”。

“我们是‘黄花菜之乡’，建议政府着力打
造黄花菜品牌，发展乡村旅游，带动黄花菜的
销售，增加农民收入。”今年6月25日，祁东县
黄土铺镇几名村民来到该镇代表工作站，向
正在接访的15名人大代表反映他们的想法。
代表们在听取他们建议的基础上，又进行了
深入调研，最终形成一份调研报告送交当地
政府。如今，该县已出台加快黄花菜特色小
镇建设的具体举措。

“代表工作站拉近了代表与群众的距离，
强化了代表与群众的联系，为代表联系群众
搭建了一座广阔的平台。”衡阳市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龙雪一告诉记者，仅今年以来，全市代
表工作站共接待群众 20718 人次，收集意见
建议4721条，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3577条。
代表工作站已成为连接政府与基层群众的重
要桥梁，成为人民意志得以经常性表达的“议
事厅”。

人大代表“进站”，服务群众“零距离”
——衡阳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站发展见闻

▲ ▲（上接1版①）
还有总投资 50 亿元的铁建重工长沙第

三产业园项目落户长沙经开区，世界 500 强
荷兰壳牌集团首次落户长沙……今年1至10
月，36个“三类500强”项目在长沙安了新家。

不沿海、不沿边的长沙，为何受到这么多
企业青睐？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是重要吸引
力。

近年来，长沙抓住优化营商环境这个发
展经济的“牛鼻子”，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最
多跑一次”改革，出台“长沙工业30条”“长沙
人才新政22条”，开展“反炒房”斗争等，每一
个动作、每一项政策都是精准发力、抓铁有
痕。特别是今年，专门出台《长沙市“营商环境
优化年”实施方案》，正式发出长沙打造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的信号。

长沙市成立由市委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
高规格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每个季度调度
讲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坚
持每周一调度，聚焦重点领域、重大问题、重
要工作，务实推进各项具体工作。

效率，快，再快

好举措当然有好效果。
近日，湖南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负责人拧开项目工地新装的水龙头，看到水
哗哗地流出后还有点不敢相信：“太快了，从
申请报装到临时用水通水，用时不到一周，这
在以前至少需要一个月。”

从过去东奔西跑、多个部门多处办理，到
“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并联审批”，水电气综
合报装让不少企业负责人直呼太省心了。

在长沙，提速，再提速！便利，再便利！已
成为全市领导干部的共识。

“真是太便利了，进门递材料，出门成老
板。”5月中旬，湖南五方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林在雨花区政务大厅用时不到3小时，
就完成了企业开办的所有手续。

“以前企业开办的5大环节，企业注册、发
票申领、印章刻制、银行开户、社保登记，需分
头找多个部门。今年5月，雨花区创新推出并
联式服务，5件事整合成为‘一件事’，一站通
办，大大提高了效率。”李林颇为满意地告诉
记者。

营商环境的改善，为雨花区高质量发展
赢得了新动能。该区平均每个工作日新增“老
板”65人以上，市场主体总量达17.5万余户。

天心区成立夜间经济服务中心，服务时
间与商家同步至凌晨2时，机关干部兼职夜经
济管家，护航夜经济，守护夜繁荣；宁乡市围
绕“减时限、减材料、减环节、减证明、降成
本”，创新推出创建“三无城市”（无证明城市、
无收费园区、无跑腿审批）；浏阳市通过推行

“绿卡企业家”服务，对市内413家“绿卡企业
家”和市级重点项目业主，采取“一人一窗一
次”服务模式；望城区以省心、省时、省钱为核
心内容，创造性地组建望城区商事服务中心，
搭建政府、园区、企业立体互享、共生的“望城
服务”新平台……

市级层面，下放市级权限104项，取消权
力事项10项，工业建设项目审批权限全链条
下放到位；市县政务服务事项将原来 30828
项事项梳理规范成长沙市统一的6065项；上
线首批 100 个“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办事平
均提速60%……

保障，实，再实

“营商环境说到底还是一个服务的问题，

关键在于思想解放程度和自我革命精神。要
敢于刀刃向内，从制度上创新，从机制上突
破，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省委常委、长沙市委
书记胡衡华在多个场合强调。

长沙市市长胡忠雄要求：“坚持问题导
向，瞄准企业诉求，把‘安不安全、方不方便、
赚不赚钱、清不清廉’作为重要标尺，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

一系列保障举措出台、落地，为企业家筑
起“保障墙”。

今年100名企业家受聘担任营商环境监
督员，随时提出意见建议，为涉企政策提供咨
询；发布《关于依法保障和服务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十大保护举措，集中开展
打击整治“三贷三霸”专项行动；组织开展“新
官不理旧账”专项治理，重点针对招商引资、
政府债务等领域存在的承诺不兑现、政策执
行不连续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减税降费，让市场主体轻装前行。今年
前三季度全市减税165.51亿元，为企业减少
电费支出5.84亿元；破涉企案件125起，为企
业挽回经济损失6亿余元；累计为企业降低社
保成本20.67亿元……

“真心感谢检察机关，运用法律监督智慧
保护了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今年上
半年，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向长沙市检察官
致谢，“研发是机械制造企业的核心力量，但
知识产权屡被侵犯，已成企业发展之痛，好在
检察机关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为企业发展保
驾护航。”

正是这一场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使得长沙市在权力上做“减法”，在服务上做

“加法”，换取了企业满意度和市场活力上的
“乘法”。

“网红”长沙永不懈怠，正以“优”无止境
的精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奋力书写新的精
彩篇章。

▲ ▲（上接1版②）
据悉，节会活动开始后连续 3 个月

（2019 年 12 月 20 日 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新邵县将推出“免费畅游新邵活动”：
全县范围内所有景区一律免门票，景区内
自营体验项目7折优惠；全县星级酒店、星
级农家乐和其他乡村旅游点均有不同程
度优惠。

新邵县素有“湘中明珠”的美誉，山、
水、洞、瀑、湖等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白水

洞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长寿清水景区、岳
坪峰国家森林公园、白云岩佛教圣地享誉
全省，白龙洞南天神柱、天下第一帘、海底
世界三大奇观令人称奇。新邵是“全国诗
词之乡”，还有梅山文化、湘西南特委旧址
等人文资源。新邵饮食独具特色，坪上牛
席、小塘麻鸭、龙山腊肉、猪血丸子、桂丁
贡茶、龙牙百合等享誉省内外。随着高铁
开通，新邵到达长沙只需45分钟，便捷的
交通吸引高铁沿线城市游客纷至沓来。

“网红”长沙“优”无止境

湖南日报12月 10日讯（记者 唐亚
新 通讯员 张九州 刘彬）“租房不换锁总
觉得不踏实。”“出门忘带钥匙只能找房
东？”“房屋租出去后如何保障安全？”在长
沙，这一系列长期困扰房东和租户的安全
难题，可望得到有效解决。记者今天从长
沙市公安局获悉，该局将在全市推进出租
房屋智能门锁建设应用工作。

据了解，出租房业主可在“星城园丁”
APP进行实名认证，并预约安装智能门锁。
安装之后，房东可通过“星城园丁”APP相关
板块添加租户身份信息，并明确租赁期限，
使该租户在相应期限内具备开锁功能。与
此同时，租户也需要在“星城园丁”APP上完
成实名认证。获得房东授权之后，租户可通
过手机蓝牙获取临时密码，实现一键开门功
能，解决忘带钥匙问题；如果租户忘带手机，
也可向其他同住人员或房东求助开锁。房
屋租赁到期，房东可通过租赁期限设置等方

式，让此前租户的账户失去开锁功能。新的
租户到来时，房东可通过添加新租户信息，
对其开通开锁功能，无需换锁即可解决安全
问题。此外，智能门锁还具备自动提醒房租
缴纳、代为发布房屋租赁信息、出租房屋和
实有人口自主申报等功能。

据介绍，个人出租房屋将由智能门锁
公司免费提供锁具，出租人和承租人自愿
安装使用。公租房、廉租房和企事业单位
提供的住所，由智能门锁公司安装锁具
后，租户和单位可一次性全额支付锁具
费，也可按月支付。

“目前该智能门锁系统依托公安部身
份认证平台，对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进行
实名认证，并不留存用户的个人身份信
息。”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系统
前端设备接入公安部一所认证的安全设
备，依托该设备对公民隐私信息进行脱敏
处理，可确保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湖南日报12月 10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杨天午 段经文）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是守牢耕地红线的物质基础。
如何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工程质量？
记者今天从省内保险机构获悉，我省创新
工程质量监理机制，引入“保险机构+监理
单位”组成监管联合体，为高标准农田建
设保驾护航。

桂阳是全省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质量
金融保险创新试点县。该县通过公开招
投标，择优选取具有完整服务网点、较强
事故查勘能力、在农村农业方面具有丰富
经验的商业保险机构，与具有较强专业能
力、较高资质等级的专业监理公司，组成
高标准农田工程质量监管联合体，确保试
点项目公开透明。

在高标准农田工程建设过程中，监理

公司按照联合体合作协议等规定履行监
理职责，承担相关监理业务；保险公司作
为第三方机构，对监理公司履职情况进行
再“监理”。工程竣工验收后，一旦发现因
工程质量或缺陷造成的损失，则启动保险
理赔进行赔偿，通过“联合监理+保险保
障”为农田建设工程质量提供双重保障。

高标准农田是指建设“田地平整肥
沃、水利设施配套、田间道路畅通、林网建
设适宜、科技先进适用、优质高产高效”的
农田，利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桂阳、宜
章、津市、茶陵等全省农田建设项目工程
质量金融保险创新试点县，大力探索农田
建设项目工程质量保险。桂阳11月下旬
已通过招投标引入中国人保财险桂阳支
公司、湖南五岭项目管理公司组成监管联
合体，加快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沅陵县深溪口乡文家村，是当地的深
度贫困村，全村 171 户、674 人中，曾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 50 户、175 人，村集体收入
为零。这是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驻村帮
扶工作队2018年3月面对的账目。

今年12月初，记者在文家村看到，驻村
帮扶工作队推动村里注册成立了金斗笠种
养专业合作社，竹鼠养殖、光伏发电、生态养
鸡、冬桃种植、蜜蜂养殖五个项目发展得有
声有色。截至目前，村集体已实现创收6.5
万元，预计今年创收可达10万元以上。

“文家村交通不便，贫困户多，青壮年
大多在外务工，是典型的‘空巢村’。第一
个项目选择竹鼠养殖，我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李军告诉记者，
县里的对口扶贫单位之前修建了2栋竹鼠
饲养房，有一定产业基础，但苦于流动资
金不够，加上养殖户信心不足，竹鼠养殖
一度搁置。

对竹鼠养殖项目导入资金后，李军又
从外地引入养殖大户，并与贫困户建立利
益连接机制。2018 年 10 月，竹鼠养殖实

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13738 元。此后 4 年
中，每年都有3万元以上的分红。

养殖业见效快、有奔头。养猪的话，
半年左右就能出栏，且行情看涨；养鸡的
销路也不愁，文家村的“林下鸡”在周边颇
有口碑。驻村帮扶工作队反复调研，最终
还是决定养鸡。

“非洲猪瘟的风险我们承受不起，发展
产业要以稳妥为主。”李军说，今年3月正式
启动生态鸡养殖项目，采取“党支部+贫困
户”模式养殖了1万羽，目前已销售一空。

在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的指导与支
持下，文家村的中长期项目也陆续启动。
2018年和今年，驻村帮扶工作队启动了两
批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目前已全部并网
发电，总装机容量达58.55千瓦，预计每年
可为村集体增收4万元左右。

119亩、5000株冬桃于今年4月种下；
而152箱蜂箱中，100箱发放给10户贫困
户，52 箱采取“能人承包”方式，承包期 5
年。稳扎稳打，文家村已经实现脱贫出
列，综合贫困发生率由7.79%降至1.48%，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人均年收入增至12816
元。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谭小峰 吴跃男

12月9日，在双牌县理家坪乡塘于洞
村，62岁的村民秦书开组织村民忙着给香椿
树苗培土。村支书罗其元介绍，秦书开不等
不靠，通过种植香椿树，不但自己脱贫摘帽，
还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带头人。

几年前，因找不到致富门路等多方面原
因，秦书开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5年，秦书开在广州蔬菜批发市场
务工时发现，从山东运来的香椿树嫩芽，受
到当地人喜爱，每公斤卖到150元，还供不
应求。他想，家乡山上不是自然生长着不少
香椿树吗？他决定返乡，种植香椿树。

2016 年，秦书开回到村里翻耕土地，
准备大干一场，资金却成为摆在面前的

“拦路虎”。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得知他
想法的理家坪乡扶贫办工作人员给予大
力支持，帮助他多方筹资10余万元购买香
椿树苗。当年10月，秦书开带领家人栽下

10亩香椿树苗。由于南方雨水多，而秦书
开没有及时开挖排水沟，不到半个月，所
种香椿树苗全死在地里。

第一次创业不但没赚到钱，反而添了
10余万元债务。面对家人的抱怨、旁人的
嘲笑，秦书开没有泄气，他再次向乡扶贫
办求援。乡扶贫办通过小额信贷，帮他解
决了资金难题，还请来专家手把手指导他
种植。

2017年10月，秦书开种下20亩香椿
树苗。第二年早春，树上冒出星星点点的
嫩芽。秦书开乐在心里，抓住时机采摘，
运到广州蔬菜批发市场。由于这时的香
椿芽比山东早产两个月，立即被抢购一
空。当年，秦书开还清了债务，还有了10
多万元节余，成功脱贫摘帽。去年，其香
椿种植面积达到60亩。

今年，秦书开再扩种香椿树苗70亩，
安排20多名村民就业。60多岁的村民刘
莲玉、吴秋莲在其香椿基地务工，每天工
资80元，先后脱了贫。

探索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质量保险
桂阳、宜章、津市、茶陵等开展创新试点

解决“租房不换锁不踏实”等安全难题

长沙出租房可免费换装智能门锁

精准扶贫在三湘

产业扶贫如何“扶”出实效
——沅陵县文家村见闻

香椿树长出“致富芽”

12月9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新枧水村通组入户硬化道路四通八达。省商务厅驻村帮扶工作组自2018年初进驻该村开展扶贫以
来，坚持“交通先行”的发展方向，加大道路建设投入，通过“新建、扩改、维护”多措并举，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问题。 严钦龙 摄

“天路”飞越群山

民主法治，铿锵前行
——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孟姣燕）红
舞潇湘，礼赞中华。今天，2019湖南省红色旅
游文化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安化落幕。全省
18支队伍精彩角逐，最终，长沙市芙蓉艺术团

拿下“金牡丹”奖，长沙市好运来艺术团获“金
芙蓉”奖，安化广场舞协会夺得“金杜鹃”奖。

本次比赛自11月11日启动，采用“红舞
赛事+红色旅游纪念地+趣味活动”的形式，联

动全省14个市州，在比赛的同时引导全省群
众共同缅怀革命先辈。经过100万人次的预
选赛激烈角逐，18支队伍杀入决赛，最终决出

“金牡丹”奖、“金芙蓉”奖、“金杜鹃”奖各1名，
优胜奖9名，风采奖6名。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红色
旅游文化广场舞大赛旨在缅怀革命先辈，弘
扬红色旅游文化，推广健康健身方式，以红色
旅游助推我省全域旅游发展。

100万人次参加预选赛

湖南红色旅游文化广场舞大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