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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9日讯（通讯员 孙殉华 黄
琳）4月29日，企业法人夏杰斌从益阳市副市
长刘国龙手中接过本市颁发的第30万份营业
执照。截至当日，益阳市市场主体总数达到
304350 户，位列全省第一方阵。每万人市场
主体拥有数达669.27户，排名全省第三。

近年来，益阳市深化“放管服”改革，坚持优商
惠商，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激发了微观主体的活
力。据全省优化营商环境试评价结果显示，益阳
市场监管部门的“企业开办”指标社会满意度得分
8.21分，排名全省第三。全程电子化占比位居全

省第一。
面对疫情大考，益阳市落实国务院《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工作不停滞，市场监管部门在
政务大厅设立“企业开办便利专区”，实施“三
集中三到位”，改“多窗分办”为“一窗统办”，变

“一家独办”为“一网通办”，转“被动等办”为
“主动帮办”。通过减时间、减环节、减材料、减
跑动，创新“无事不扰”“包容审慎”“柔性监管”
等措施，为企业主、经营户全方位优先办理证
照。今年一季度，益阳市场主体出现了逆势增
长的良好态势。

市场主体
突破30万户

益阳市位列全省第一方阵

为巩固前段时间治超工作成果，4 月 27 日起，祁阳县治
超办和应急、住建、交警、交通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深入
县内重点货物源头企业、工程建设工地等地，开展为期三天
的全方位治超源头督查。

今年来，该县围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专项整治行动，按
照“依法严管、立足源头、标本兼治、长效治理”的总体要求，
从交警、交通等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路面、源头、监控三个
治超专班，实行定区、定线、定岗、定人、定责的“五定”和包
点、包线、包路段的“三包干”责任制。同时，从机动车入户、
年检入手，坚决杜绝擅自改型、改装车辆和“大吨小标”车辆
上路行驶。并将各货物源头企业安装的监控设施并接到县
治超管理信息平台中心，派驻执法人员进驻重点货运源头企
业进行监管检查。

截至 4 月 25 日，该县共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车辆 481 台
次，对违法驾驶员记分 28 人、144 分，对 12 台“百吨王”进行
了强制切割恢复原状，对三家源头企业违法配载货物进行了
处罚，按 500 元/吨顶格处罚货运车辆 443 台次,强制卸载货
物1480.4吨。通过整治，违法超限超载车辆和非法改拼装车
辆上路行驶得到一定的遏制，有效净化了辖区运输市场环
境。 （唐书东 刘志军 付发鸿）

祁阳：严控源头，重拳治超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章焱平
周健）“洣江的枇杷熟了。”4月28日上午9时28分，元帅
故里衡东县在高湖镇洣江生态园举行“五一‘童’行，‘一
块’游洣江”，推介枇杷的线上云旅游活动。在活动中，县
政府领导线上推介衡东旅游，走入直播间，助力枇杷销
售。

据衡东县政府负责人介绍，洣江生态园占地约一万亩，
是集“水果采摘、娱乐休闲、生态度假、水上娱乐”于一体的生
态休闲旅游区。

今年五一假期即将来临，衡东洣江生态园将迎来第
一波采摘高峰。5月1日至17日，衡东洣江生态园枇杷采
摘季将开启。届时，游客可以入园体验枇杷采摘，品尝衡
东特色美食，还可体验滑草、射箭、户外攀岩、武术表演、
手工DIY等系列活动，感受衡东剪纸、皮影等非遗文化的
源远流长。

这位负责人说，洣江软条白沙是枇杷中的“爱马仕”，
皮薄、汁多、肉厚、质细、味甜，实乃“国宝级”精品。整个
园区种植软条白沙枇杷达5000亩。

枇杷作为衡东的特产，风味香浓，营养丰富。该县研
发了枇杷花茶、酿制了枇杷酒。游客进入生态园穿行枇
杷林间，能闻到满园的果香，欣赏野花的烂漫，信手拈来
几颗鲜果，感受田园生活的惬意。

衡东县政府负责人说，该县将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旅
游资源优势，以“全域旅游推进年”活动为抓手，舞好罗荣
桓故居红色旅游龙头，主动融入大南岳旅游圈，加快推进
湘江南?温泉、旭达养生、大浦航空小镇等项目建设，着力推
动旅游业与文化、土菜产业融合发展。

“洣江的枇杷熟了”
衡东洣江生态园采摘季启动

湖南日报 4月 29 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傅曦）4 月 28 日，
2020 年长沙市开福区政银企对接
会举行，开福区 160 余家精英企业
和商会代表参加。

活动现场，邮储银行开福支
行分别与开福区人社局、卓尔智
能产业园、长沙医药健康园、益阳
商会等 11 家单位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现场对企业所授信意

向额度约 4 亿元。
据了解，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开福区以政府搭
桥的方式，积极推进银企对接，帮助
企业开辟“绿色”审批通道，开展个
性化定制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1 至 3 月，仅开
福区内8家一级支行就为162家企
业贷款 257 亿元，其中针对疫情新
增授信金额54亿元。

一季度助企
257亿元

开福区政府搭桥推进银企对接

为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
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水平，湘潭市雨湖区
高度重视、迅速部署，全力推动基层公
共全覆盖工作。

完善阵地建设。组织申报农村综
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下达计划资金
210 万元，为优化村级服务平台建设
提供了保障。积极申报全国城乡社区
治理创新实验区，结合推进美好社区
建设，对 4 个功能复合的社区邻里中
心进行包装设计，建设集社区党务、居
务、社会事务办理和便民服务为一体
的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并完善社区周
边配套设施，目前和平社区试点建设

正在稳步推进。
提高服务效率。持续推进“一件事

一次办”，在第一批 42 项“一件事一次
办”（简易）事项中，率先选取群众关注
社保缴纳、最低生活保障等 6 个事项，
下沉至村（社区）一级办理，并同步将这
6 项上线一体化平台旗舰店和“e 潭就
办”APP，方便群众线上自助办理。在
落实第一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的同
时，对全市第二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
进行梳理和研究，逐步推动更多简易事
项下沉。

聚焦权限清单。落实乡镇（街道）
权责事项，梳理完成乡镇、街道权责清

单，制定并发布《雨湖区乡镇（街道）权
力清单和责任清单》《雨湖区赋予乡镇

（街道）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目录》，明确
乡镇权力事项116项，街道参照执行权
力事项102项，赋予乡镇（街道）经济社
会管理权限31项。并着手编制权力事
项流程图，开展一体化平台配置工作。

加强队伍建设。提前谋划换届思
路，对全区109个村（社区）“两委”班子
空缺情况进行再次调度摸底。启动村

（社区）“两委”班子运行情况和后备力
量配备情况专项调研，围绕“一肩挑”的
工作目标，物色“两委”班子人选。

（沈 汇）

雨湖区全力推进基层公共（一门式）全覆盖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王晗）
4月27 日，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市文
旅广电局联合发布10条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邀您共享长沙乡
村的诗情画意、田园牧歌、浓浓乡愁。

此次发布的10条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包括乡约岳麓·农
趣之旅、多彩开福·民俗之旅、大美田
园·茗香之旅、特色庄园·康养之旅、
美丽乡村·体验之旅、生态山水·花果
之旅、欢乐农园·亲子之旅、畅游古
镇·乡韵之旅、宁静之乡·穿越之旅、
稻花乡里·农耕之旅，涵盖游客吃、
住、游、购、娱等多种需求。同时，推荐
乡村休闲旅游景点100个，安排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活动100多场，
其中“五一”小长假期间将举办特色
活动45场。

据了解，长沙市已将休闲农庄纳
入工会系统消费券使用范围，惠及农
庄500余家。长沙市各大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经营主体纷纷推出门票减
免、食宿降价、团购打折、赠送农特产
品等各类优惠活动，望城区推出199
元“全域旅游年卡”，岳麓区推出百万
消费券助推乡村旅游，长沙县发放
500万元文化旅游体育消费券等。

当天，我省首个市级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网络公共服务平台“乡约长
沙”正式上线。将为游客提供景点介
绍、服务查询、服务监督、在线预约等
多样化服务，实现“云游”“云购”“云
享”长沙美丽乡村。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雷鸿涛）
“今天这笔旅游营销奖励，无异于雪中送
炭，给予我们渡过难关的最大信心。”4
月27日，怀化宝中旅行社总经理肖燕春
乐开了花。

当天，怀化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
局举行怀化市 2019 年旅游营销奖励
兑现大会。怀化 8 家旅游企业分得旅
游营销奖金 1043860 元。其中，怀化
宝中旅行社获得入境旅游地接奖、国

内旅游地接奖、旅游大巴奖和旅游精
品线路奖共 31.45 万元，成为最大的赢
家。

怀化市委、市政府将生态文化旅游
业作为全市五大支柱产业之一来打造。
本次兑现承诺，提振信心，进一步推动文
旅行业有序复产复工达产，加快文旅产
业复苏和消费振兴。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怀化市正式施
行“旅游营销奖励办法”，旨在鼓励和调

动各旅游企事业单位拓展旅游市场、提
升怀化旅游品牌形象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促进旅游消费。怀化市旅游营销奖
励项目，包括旅游地接人数奖、大型旅游
团队接待奖、“旅游直通车”奖、旅游市场
开拓奖等。去年11月底，怀化市又发布
2019 年冬季旅游精品线路及奖励政
策。怀化市旅游营销奖励资金从市级科
技与产业引导资金中列支，实行专款专
用。

兑现承诺 提振信心

怀化百万元奖励旅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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