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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 18日讯（记者 戴
鹏 通讯员 林华）5月12日，记者从株
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市两级法
院积极探索工作方法创新，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全力推进公正高效审判，取
得显著成效。其做法获省委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推介。

近年来，株洲中院率先在全省非
试点法院推行审判团队改革，实行扁
平化管理，审批资源得到进一步优化。
目前，该院已完成基层法院内设机构

改革，精简内设机构 86 个，精简率达
50%；强化院长、庭长监督职能，积极
推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院长周凯军
多次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案件，中院领
导带头办案354件。

同时，为解决员额法官权利监督
问题，株洲中院编制《司法人员职责和
权限清单》《院庭长办案规定》，对院庭
长办案数量要求、承办案件范围、考核
考评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还以庭审
直播为切入点，倒逼庭审规范化，对庭

审出现的不规范现象予以记录，作为
评查、考核直接依据，并及时通报。

为优化内部监管体系，株洲中院
探索建立了长期未结案件台账。院长
对一年以上长期未结案件进行逐案专
项督办，中院审管办对全市长期未结
案件进行专门通报并发督办函限期结
案。对已结案的裁判文书委托第三方
机构进行评查，并建立邀请市人大、市
委政法委抽取部分案件进行评查的工
作制度。

株洲中院还依托信息化建设，改
变传统盯人盯案监督管理模式，推进
审判全流程监督，构建规范审判权运
行的“数据铁笼”。每一起案件从立案、
评查、执行到归档、统计各环节，均在
网上运转，严格控制审限延长、中止、
扣除三类情况。

通过多层次监管、多角度提升、全
方位推进，去年株洲中院在全省市州
法院综合绩效排名中居第一；全省评
定20个优秀基层法院，株洲占了5个。

湖南日报5月 18日讯（记者 彭
婷 通讯员 李新辉 马海）近日，省知
识产权（湘潭）综合服务中心通过创
新服务，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式，
让湘潭高新区企业湖南国奥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获得 500 万元贷款额度，
缓解了企业因疫情带来的资金压力。

2018 年，省知识产权（湘潭）综合
服务中心在湘潭高新区成立，由省知
识产权局和园区共同打造，是一个集
专利信息查新、代办、维权援助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性线上线下服务平台，

向园区企业提供公益性、专业化服务。
该中心成立以来，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打通知识产权服务“最后一米”，实现
服务企业“两个一”，即所有事项“一站
式”办理，专利申报时间缩短一半。该中
心作为我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首个分中
心，避免了知识产权申报集中拥堵，企业
通过该中心申报发明专利，从以往2年
最快可缩减至1年，实用新型专利申报
可由6至8个月缩减至3个月。

同时，该中心为企业提供知识产
权代理、维权、金融、运营、培训5大服

务，采用“线上平台+中心站点+服务机
构”全方位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企业知
识产权工作难题。

湘潭高新区企业数造科技（湖南）
有限公司每年都有新专利和著作权需
要申报和登记。为方便工作，企业将专
利申报全权委托给该中心办理。
企业负责人表示：“综合服务中心
为我们带来便利，节省了许多时
间，免去了诸多烦恼，让企业能集
中精力，全身心投入科技研发。”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该中心

共为湘潭高新区企业申请专利161件，
其中发明专利 24 件；授权专利 74 件，
其中发明专利12件。今年1至4月，该
中心还接受企业咨询90余次，组织举
办业务知识公益培训2场，帮助企业实
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000余万元。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杨莎
莎 徐亚平）“粽情汨罗江，长乐
甜酒永飘香。各位直播间朋友，
这可是被乾隆皇帝‘翻过牌子’
的甜酒，你们不下单尝一尝吗？”
今天上午，汨罗市长朱平波化身

“主播”，在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
中心、湖南电台新闻频道共同打
造的专场直播中，倾情推介长乐
甜酒。

当天一早，芒果扶贫云超
市、快手、有播等平台 40 余名主
播走进汨罗市长乐镇同步直播。
朱平波带领大家沿着照壁巷边
走边了解古镇历史、甜酒文化。

“相传乾隆皇帝三下江南驻驿长
乐，闻甜酒香而试之，满口生津，
甜彻心脾，御赐‘长乐甜酒’。”

朱平波介绍，日益红火的
甜酒产业带动了糯稻、酒曲的
生 产 ，全 镇 种 植 糯 稻 农 户 有
3000 多户，发展集中连片的糯
稻种植面积 1.5 万亩，已形成种
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
链。甜酒企业和作坊达 300 多
家，年产值 5 亿多元。如今的长
乐甜酒已是“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也是汨罗好吃的特产
之一，其制作工艺被评为岳阳

市非遗保护项目。
“这款方便甜酒，即冲即饮，大家可

以早上喝一杯，再来一根油条，绝配”“长
乐甜酒具有增进食欲、提神解乏、美容养
颜等功效”“原材料全部选用当地自产的

‘三粒寸’糯稻，这是不放糖的甜酒”“这
种玻璃瓶装的更好地保留了甜酒的原汁
原味”……近两个小时的直播吸引了157
万余人次关注，带火了原汁甜酒、冻干甜
酒、即食甜酒等多款产品，下单1.5万笔，
销售额近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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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8日讯（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袁春华 林振林）“小城故
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
特别多……”5月16日晚，怀化市洪江古
商城“烟雨洪江”街区又响起熟悉的歌声。
身着古典旗袍，手执羽扇的“民国”女子闪
亮登场，景区每周末的“又见小城故事”沉
浸式穿越夜游活动如期而至。围绕“夜经
济”主题做文旅融合文章，这是洪江区文
旅融合的一个缩影。

洪江古商城“商道”文化内容丰富。
2016年，该区决定实施“旅游统领”战略，
以旅游资源整合其他资源，全力建设“全
国知名旅游目的地城市”。近年来，洪江
区始终坚持以项目为抓手，以洪江古商
城景区为龙头，深度挖掘文旅资源，加快
产业融合创新，积极拓展旅游市场，致力
建设创新创业、宜居宜游，精致精美、古
色古香的洪福洪江。

洪江区注重将文化要素注入旅游行
业，促进旅游特色化、品质化发展，打造体
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特色旅游精品，
铺就文化旅游的“诗和远方”之路。今年5
月至8月的每周五、周六晚，景区以不同
主题开展“潮玩洪江古商城”系列活动，以

“白+黑”模式丰富旅游产品。洪江古商城
景区相关负责人刘路文介绍，5月19日，
全国首家“文旅融合创新创业园”将在洪
江古商城揭牌。其规划占地面积约1.2平
方公里，集文化展厅、会馆客栈、特色购
物、餐饮酒吧等综合型业态，集中展现洪
江当年十大会馆文化，还原“商贾骈集、货
财辐辏”的码头文化。

文旅融合结硕果。去年，古商城小镇
获评湖南省首批特色文旅小镇。今年，洪
江区获评“2018-2019 湖南省全域旅游
示范区”荣誉。5月中旬，洪江古商城获评

“2019湖南十大文旅地标”。

文旅融合铺就“诗和远方”之路

洪江古商城获评
“2019湖南十大文旅地标”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向晓玲 胡大刚 熊心仪）“泸
溪农商银行及时发放80万元贷款，让公
司种植的葡萄有了‘活头’！”泸溪县新勇
旅游公司负责人杨新勇5月15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说，公司正在加快恢复生产经
营，把疫情耽搁的时间抢回来。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疫情发生以
来，泸溪农商银行以“党建共创、三结三
促”行动为抓手,主动对接受疫情影响严
重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开辟
信贷绿色通道，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春

耕备耕。对制造业、文化旅游、住宿餐饮
等行业客户给予重点支持，力促县域经
济回暖向好。目前，该行累计投放贷款
9.3 亿元，其中发放重点企业贷款 2.3 亿
元、商户贷款 5.6 亿元、农户贷款 1.4 亿
元。

泸溪农商银行通过减负、减压、减责
的形式，为信贷客户提供优惠服务，帮扶
受困企业。截至5月初，该行降低融资成
本 640 万元。对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
难的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办理
延期还本贷款金额5739万元。

泸溪农商银行投入信贷资金9.3亿元

“金融活水”促县域经济回暖向好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肖畅

“人、羊、口……”5 月 15 日下
午，湘潭市岳塘区亲园培智学校个
别化训练教室，5岁的旺旺在老师李
小兰指导下，读着卡片上的汉字。

“孩子进步大，不仅认识许多新
字，还能熟练地从1数到100。”坐在
一旁的旺旺的母亲李玲说，“这要是
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原来，旺旺在3岁7个月时被确
诊为孤独症，李玲带着孩子辗转多
地治疗。“治疗费，加上租房以及日
常开支，一个月省吃俭用也得花费

1 万多元。”李玲说，“对我们普通农
村家庭来说，负担很重。”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事关孩子
一生，事关家庭幸福和社会文明和
谐。去年4月，湘潭市制定《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对具有湘
潭市户籍或有效居住证，有康复需
求和适应指征的 0 至 6 岁视力、听
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
孤独症儿童，给予康复救助。

“希望的‘阳光’来了。”李玲说，
去年 5 月底，在市残联推荐下，她带
着旺旺来到定点康复机构之一的亲
园培智，“政府每月补贴1500元，我

们只需花费180元，就可以让孩子享
受专业而系统的治疗，这是惠民的
大实事、大好事。”

当年，包括旺旺在内的571名残
疾儿童享受到这项“福利”。

今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
被列入省、湘潭市政府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将为全市 500 名有康复需
求的残疾儿童提供机构康复训练
服务。“对未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
目考核范围的 0 至 6 岁残疾儿童，
我们实行‘应救尽救’，确保不落下
一个孩子。”湘潭市残联相关负责
人说。

“花，好看。”这时，识完字的旺
旺拿着彩笔，在白纸上画了几朵金
黄色的向日葵。

花儿朵朵向阳开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
道木莲社区党总支书记肖晓辉获评

“致敬了不起的她·城乡社区抗疫巾
帼先锋”。这项评选活动是由全国妇
联宣传部、民政基层政权建设和社
区治理司联合开展的，我省仅获评
1名，全国仅10名。

5 月 12 日，记者联系上肖晓辉
时，她正在医院检查。疫情防控长时
间劳累，使她的心脏和气血有所损
伤，因为忙，一直拖着没去医院，直
到最近才抽空去检查。

“好的，材料我今天下午下班前
交”“周阿姨，你们等会就到是吗？
好”……5 月 13 日下午 3 时，记者如
约来到木莲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时，
肖晓辉的两部电话正响个不停。

记者看她忙，便跟社区社保专

干何利聊了起来。“做事特别认真，
对群众特别贴心，这是肖书记身上
最明显的两个标签。”何利告诉记
者，疫情防控期间，肖晓辉住在办公
室，一住两个月。

“从挨家挨户宣传到地毯式摸
排、储备物资、建立档册，再到隔离
人员管控、困难群体帮扶、物资代
购，最后数据汇总，哪个环节都有肖
书记的身影。”何利说，那段时间，每
天工作 16 小时以上，这对肖晓辉来
说是常态。

“我还记得摸排长城华都楼宇企
业复工复产情况时，肖书记带着我们
一户一户敲门登记，忙了20个小时，
手敲红了，腿走酸了，喉咙嘶哑了，一
户也没遗漏。我们回家休息后，肖书
记还回到办公室，把信息录入电脑，
忙到翌日凌晨两三点。”何利说，对待
工作，肖晓辉总是一丝不苟。

“肖书记带着我们严防严控，她
还探索出‘大数据+铁脚板+微单元’
工作方法，筑牢了一线防控。到目前
为止，我们还是零感染社区。”见记
者在聊肖晓辉，社区党员志愿者周
绮辉在一旁说。

“对于群众诉求，肖书记毫不含
糊，有求必应。”社区经济专干段承
平告诉记者，疫情防控期间，肖晓辉
曾 24 小时广泛求助，帮湖北荆州的
陈爹爹买救命药，为699名隔离对象
送口罩、购买生活物资，为深夜摔倒
的空巢老人联系亲属并送去医院，
为孙石文老人提供帮扶等。

木莲社区9个小区，十几个微信
群，肖晓辉无一例外都在群内，群众有
什么诉求，她都能第一时间知晓并及
时安排处理。在木莲社区工作 7 年
多，她带着一帮女将，用“党建引领+网
格化服务+四联服务”模式，把社区治
理得井井有条，社区相继获评全国综
合减灾示范社区、全省和谐社区建设
示范社区、湖南省文明社区等。

群众贴心人肖晓辉

株洲中院深改推进审判公正高效
在去年全省市州法院综合绩效排名中居第一

湘潭打通知识产权服务“最后一米”
所有事项“一站式办理”，专利申报时间缩短一半

5月17日，高三学生运动员在资兴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进行赛艇训练。全面复学后，该市及时组织
60余名中学生运动员，分批次、分时段有序开展赛艇、皮划艇项目训练，积极备战2020年全国体育单招
和全省水上运动赛事。 朱孝荣 摄

备战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云雄

5 月 17 日清晨，江永县千家峒瑶族
乡刘家庄村的瑶胞们带着农产品，在村
口的公交车停靠点排队等候。

“润生爷爷，您来了，排前面。”大家
见91岁的孤寡老人周润生挑着竹篓、飞
鸟等竹制品来了，自觉把他让到第一个
位置。

原来，刘家庄村地处湖南广西交界
处，虽然离县城仅 20 公里，可多年没通
公交车，村民们要么坐农用三轮车进城，
要么骑摩托车载人又载货，要么挑着农
产品走路进城。

村支书沈建全
对记者说，以前，经
常有村民坐农用三
轮车、骑摩托车摔
伤。

去年初，公交
车直通刘家庄村，
今年初，燃油公交
车又换成了电动公
交车。瑶胞们还发
现，每天的公交车
增加到 9 班次，早

班车6时20分从县城出发，晚班车每天
18时15分从刘家庄村返回。公交车对65
岁以上老人免票。

记者发现，更重要的是交通方便了，
村民们与外界的交流多了，观念随之变
化，致富门路也多了。74岁村民康玉翠把
药材、竹笋、茶叶带到县城销售，去年收
入3万多元，不少人还要她定期供货。78
岁的朱汉祥也经常到县城销售农产品。
去年，全村人均增收1000多元。

这时，公交车稳稳地停下，大家依次
上车。不一会儿，公交车启动，带着瑶胞
们的希望出发。

瑶胞喜坐绿色公交进城
湖南日报 5 月 18 日讯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祁春
燕）“我们可以腾出手来，造
出更好的车轴。”5月15日下
午，株洲中车天力锻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韩军紧握着湖南
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方鸿的手说。当天，
双方达成战略合作，将在业
务协同、技术研发、资源共享
等多个领域联手，造出更好
车轴，共推轨道交通装备产
业发展。

株洲中车天力专注于新
金属材料应用技术研究和轨
道交通高端轴类产品研制，
是中车旗下高端车轴研制领
军企业，也是轨道交通装备
千亿产业链上关键一环。泰
嘉股份持续深耕锯切材料、
锯切产品、锯切工艺等领域，
是目前国内带锯条行业唯一
上市公司。这次合作，被视为
两大细分行业龙头企业强强
联手，泰嘉股份将利用自身
锯切专业技术，为株洲中车
天力提供锯切加工业务一揽

子解决方案。合作双方表示，将进行资源
整合，并在资本层面探索进一步合作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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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自从小区加装了电梯，长沙市民唐
女士经常下楼晒太阳，和邻居拉家常，生
活平添许多欢乐。这得益于长沙市推行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好政策。

“自 2018 年 9 月长沙出台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政策后，我区已受理114台电梯
加装申请，已有25台验收合格。”5月12
日，芙蓉区住建局物业科负责人胡雯箐对
记者说，根据前期摸底，该区符合加装条
件的楼栋有500余栋。今年，该区将加大
工作力度，力争全年加装电梯200台。为
支持这项工作，该区对增设电梯实行一窗
受理与并联备案，要求相关部门在5个工
作日内办理完毕。为减轻业主负担，长沙
市还将对内五区和高新区既有多层住宅
增设电梯项目进行补贴。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一件民生实
事，备受市民关注。今年长沙市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全年完成600台，力争完成1000台。

“加装电梯，难在资金筹措和小区居
民思想不统一。”长沙市住建局物监处负
责人王兆韬介绍，为破解这两个难题，住
建部门将推出菜单式服务：通过组织招
投标，确定老旧小区增设电梯规划方案
设计单位和施工承包单位入围名录，对
符合增设条件的小区由政府统一“打包”
服务，由申请人“点菜”，自主确定电梯品
牌、设计安装单位等。同时，区级部门改
变服务模式，由过去被动服务改为主动
服务，为符合增设条件的小区提供一站
式服务，进行统一规划设计。设法减轻业
主工作量，让业主把重心放到资金筹措
和意愿达成上。

长沙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记者 杨玉菡
黄利飞 通讯员 龙吉妮）今日上午，湖南金
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挂牌，成为我省第3家科创板上
市公司，益阳市第7家A股上市公司。至
此，湖南A股上市公司达111家。金博股份
在益阳碧桂园凤凰酒店举行上市仪式，益
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参加敲锣仪式。

金博股份主要从事先进碳基复合材料
及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益阳高新区
一家具有自主研发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

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获得
国内外专利授权65项，独家或以第一起草
单位身份牵头制定5项国家行业标准，拥
有“碳/碳复合材料低成本制备技术湖南省
工程研究中心”“湖南省热场复合材料制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两个创新平台，是入选
国家工信部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
的先进碳基复合材料制造企业、国家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目前，该公司在行业中处于
领先地位。据悉，金博股份是沪深两市“民
用碳/碳复合材料第一股”。

沪深两市“民用碳/碳复合材料第一股”

金博股份登陆科创板

经汉寿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汉寿县芙蓉学校建设
项目总承包（EPC）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汉寿县高
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额约15736.90万元,现予以公告。
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ding.hunan.
gov,cn)，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
cn/cdweb/)、常德市人民政府网、《湖南日报》、《常德日报》。

汉寿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5月18日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