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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通讯员 邓先治

“领照即开业、交房即交证、交地即
开工”。这是桂阳县政务服务提质提效
后出现的可喜场景。

桂阳县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聚
焦企业和群众的“难点”“痛点”，按照

“放管服”要求，持续深化“一件事一次
办”和工程审批等政务服务改革，降门
槛、减程序、提效率，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以高效的政
务服务效率赢得了企业和群众的称赞。

一窗受理省跑路
“在窗口提交资料，当场就拿到了营

业执照。”11月初，桂阳县居民郭女士高
兴地告诉记者，她近日申请开办一家环
保科技公司，到县政务服务中心一个窗
口一次就办好了，以前则要跑多个部门
多次才能办好。

在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一件事
一次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企

业开办3个专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
批、统一出件”的新模式，提高了政务服务
效率，真正实现群众办事“只跑一次”。

为破解企业办证的难点，该县将登
记注册、税务、公章刻制、银行等单位同
步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申请人只需“取
一个号、到一个窗、交一套材料、采一次
信息”，即可完成企业设立登记、公章刻
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等事项，彻底改
变了以往开办企业要跑多趟的情况。

同时，县政务服务中心还设立了
“一件事一次办”跨郴州市通办专窗，对
省政府公布的200件清单进行分批分级
梳理，打破地域、层级限制，首批形成
150 件全市通办事项清单，使群众办理
异地事项也不用东奔西跑。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10 月，桂阳县
“一件事一次办”累计办理30万件，新增
市场主体4064家。

工程审批再提速
7月1日，桂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为

该县碧桂园小区11名刚收房的业主颁
发不动产权证，标志着该县进入“交房
即交证”时代。

针对群众“房易交，证难拿”的痛
点，桂阳县积极推动新建商品房“交
房即交证”改革，大力推进自然资源、
税务、住建“三窗合一”，实施房产登
记、交易、纳税三网融合，所有登记业
务办理时限压缩至 5 个工作日内。由
于程序简化，如今该县商品房办证时
间已由合同约定的交房后 720 天缩
减 到 交 房 当 天 ，实 现 了“ 交 房 即 交
证”。

对于企业诟病最多的工程项目审
批，该县大刀阔斧改革，将工程项目建
设全周期梳理成“立项用地”“建设许
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4个阶段，减
材料、减环节、减时限，在省里要求的时
限上再提速。比如工业投资和中小型社
会投资建设项目总审批时限，已由50个
工作日提速到40个工作日，进一步节约
了企业的时间。

服务模式再创新
11月2日，桂阳县芙蓉完小相关人

员来到县政务服务中心，为新建综合楼
办理工程施工手续。由于是第一次办理
手续，办事人员不知道如何填写资料。
窗口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热情地帮助
对方完成了资料输入。

针对以往群众办理政务手续时感
觉繁杂的情况，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力改
进服务模式，为工程项目办理提供手续
代办、疑难问题协调等全过程的“帮代
办”服务。

政务服务质量好不好，对政务服务
是否满意，办事群众说了算。自今年5月
起，政务大厅运行政务服务“好评差评”
系统，变“部门自评”为“大众点评”，让
办事群众“办完即评”，以此监督服务质
量，促使工作人员转变作风，提高工作
质量，主动作为。评价系统运行以来，共
产 生 评 价 数 据 2.1 万 余 条 ，满 意 率
100%。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聂
沛 通讯员 罗文鹏 李琴)11 月 3
日，衡阳市城西污水处理厂三期扩
建工程正式通水试运行。

城西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
规模为 7.5 万吨/日，项目总投资
1.58 亿元，采用“AAO 池+二沉池+
高效沉淀池+活性砂滤池”处理工
艺。项目全部建成正式运行后，出厂
水质执行《湖南省城镇污水处理厂
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和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一级A标准。

为确保该项目保质保量完成，
衡阳市对项目立项、设计、施工、设
备采购等工作一体推进，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今年5月，衡阳市启动该
扩建工程，由市水务集团成立项目
部负责实施。7月初完成土方开挖、
支护和止水帷幕工程，10月初完成
B 标排放主体工程和管道工程，10
月10日完成设备安装与调试。

城西污水处理厂
三期扩建工程通水试运行
总投资1.58亿元，日处理污水量达7.5万吨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童忠平 范晖）11月5日
上午，汉寿县岩汪湖镇烂泥湖村菊
花加工车间，建档立卡贫困户朱元
珍一边烘烤菊花，一边告诉记者，村
里成立菊花种植合作社，她把自家
土地流转后，常年在合作社打工，每
年务工收入近 2 万元，一家人日子
越过越好。为决胜脱贫攻坚，汉寿县
因地规划产业、发展扶贫项目，变

“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推
动脱贫攻坚提质增效。

汉寿县有省级贫困村33个，建
档立卡贫困户12207户、40382人。
该县紧紧抓住产业扶贫这个“牛鼻

子”，因户因人精准施策，打通产业
进村到户精准扶贫路，实现村村有
扶贫产业、户户有致富门路。该县
因地制宜，确立蔬菜、养殖、优质
稻、中药材、光伏、电商、旅游7大扶
贫产业。

据统计，汉寿县近 3 年来投入
产业扶贫资金3595万元，实施产业
扶贫项目159个，在全县278个行政
村开展产业帮扶，利益联结贫困户
7931 户、26781 人。目前，全县已建
立48个特色扶贫产业基地，涵盖生
态种养、休闲农庄、电商扶贫等，实
现贫困户覆盖率100%，惠及贫困人
口33629人。

3年实施159个产业扶贫项目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肖
霄 通讯员 陈坤刚）11月2日，邵阳
雀塘产业园举行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广化高分子材料、兴荣再生钢铁
两个重大产业项目签约，总投资1.7
亿元。

广化高分子材料生产项目总投资
1.2万元，用地43亩，建设厂房4000
平方米，主要从事塑胶产品研发、生产
和销售，达产后可年产塑胶制品3.6万

吨，年创产值2.5亿元。兴荣再生钢铁
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建成投产后可
年创产值1.1亿元以上。

近年来，雀塘产业园以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为契
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引进招商项
目10个，总投资达15亿元。园区负
责人表示，将进一步落实优惠政策，
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确保项
目顺利开工、投产。

雀塘产业园两个重大项目签约
总投资1.7亿元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张尚
武）沿着“茶马古道”的足迹，潇湘花茶
香飘大西北。“湘茶出湘”拓展市场，加
快打造千亿产业。

11月3日至5日，省大湘西茶产业
促进会联合潇湘茶业公司，在宁夏吴忠
举办潇湘花茶推介会。作为湘茶千亿产
业的“十强企业”，潇湘茶业公司30多年
研发潇湘花茶，带动10万户茶农增收。

“潇湘茉莉香，人间第一香。”省茶
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包小村现场推

介，“潇湘”茉莉花茶以高山有机茶作为
原料，选择黄金茶、碣滩茶、古丈毛尖等
优质绿茶作茶坯，与含苞欲放的茉莉花
花蕾拌拼窨制，成就独有的“第一香”。

推介会上，潇湘花茶展播“数码茶
园”，运用数码新技术，实现花茶的产
地、制作全程可追溯，精品花茶系列是
当地百姓的“放心茶”；“爸爸的老茶
缸”系列留住老茶客的情怀，“好一朵
茉莉花”定位都市时尚花茶。专家推介
激发了各路经销商的热情，现场订货

8000多件，累计金额600多万元。
近年来，各地茶园迅猛扩张，产销

对接压力大。如何实现优质优价？潇湘
茶业公司董事长陈德湖称，随着交通
的便利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西北
边疆不仅黑茶好销，高档的花茶和红
茶市场潜力大。

沿“茶马古道”，潇湘花茶加快拓
展西北市场。宁夏以银川和吴忠为中
心打开销路，在银南市场占到 90%的
份额；青海以西宁为中心，辐射 1000
多家茶叶店；甘肃以兰州为中心，覆盖
金港市场1600家茶叶店。近3年，潇湘
花茶在西北市场年销量保持两位数增
长，年销售额逾2000万元。

沿着“茶马古道”拓展市场

潇湘花茶香飘大西北

领照即开业 交房即交证 交地即开工
桂阳政务服务“大众点评”满意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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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见习记者
刘奕楠 通讯员 郑咏梅）“现在，我们位
于中茶数字化工厂中控室，这6块大屏
分别为设备全连接监控、工厂生产大数
据中心、车间设备运行监控、标准化生产
工艺、生产车间看板、智能茶仓全连接管
理。”11月5日，湖南省产业集群工业互
联网峰会暨湖南安化黑茶工业互联网平
台上线仪式在长沙举行，通过5G连线，
与会嘉宾们远程参观了“5G+全连接数
字化工厂”示范工厂——安化中茶工厂。

据了解，安化黑茶工业互联网平
台已完成顶层设计方案，并成功入选
全省“数字新基建”重点项目库，实现
了智能展示功能，并在中茶安化第一
茶厂、谦益吉茶仓、云上茶业等企业开
展试点示范。

“打造安化黑茶数字化生产流程，
能够为产业转型升级提速，也能够为
企业降本增效。”益阳联通总经理刘文
杰介绍。

“安化黑茶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

平台，为特色产业集群应用工业互联
网提供了示范。”湖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党组成员、总经济师熊琛表示，加
快全省特色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
提升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以信息化
培育新动能，以新动能培育新发展。

会上，省工信厅授牌中国联通湖
南省分公司为“湖南省工业互联网大
数据基地”。湖南联通总经理谭明表
示，“安化黑茶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湖
南联通的新起点，湖南联通将以“湖南
省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基地”为载体，聚
焦全省17个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和特
色产业小镇，助力湖南数字经济发展。

安化黑茶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式上线

湖南日报11月 5日讯（见习记
者 卓萌 通讯员 韩佳）11月5日至6
日，“2020 年长江湿地保护网络年
会”在常德举行。近 200 名代表聚焦

“凝聚社会合力，共护长江湿地”主
题，围绕湿地保护的未来热点、政策
机遇、社会化参与等议题，共商湿地
保护治理大计。

会议提出，要继续加强长江流域湿
地保护法律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湿地保
护部门协调机制，正确认识“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科学内涵，从注重单
一要素治理向注重生态系统治理转变。

近年来，我省强化全方位保护，严
格守卫战略自然资源；积极开展退耕还
林还湿试点工作；推动全社会参与，着
力形成共建共享格局。扎实开展“一湖
四水”全流域湿地保护修复，取得较好
成效，为建设生态强省奠定坚实基础。

长江湿地保护网络是长江流域
湿地管理机构、研究单位、社会团体
和公众广泛参与的区域性合作平台，
覆盖长江流域12省区市274个成员
单位，致力于推动该区域湿地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常德湿地面积 286 万
亩，是长江湿地保护网络的重要组成
部分。该市拥有1个国家级湿地类型
自然保护区、8 个国家湿地公园。其
中，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2002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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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中国心”2020 年度十佳发动机
名单正式揭晓，弗迪动力骁云1.5TI高功率发动
机，经过层层评选，在众多发动机中脱颖而出，成
功入选。这是继2008年、2012年、2015年，弗迪
动力第四次成功入选荣获此项殊荣。

弗迪动力作为国内少数拥有自主研发能力
的核心零部件制造厂商，此次入围对于弗迪动力
意义非凡，标志着弗迪动力累积十余年的强劲实
力迸发，市场爆发力不容小觑。

打造世界级竞争打造世界级竞争力发动机力发动机

当下，根据最新国六B排放标准，市场用户
对发动机提出了更严苛的标准要求，试验项目也
明显增多，各项考核指标也更加严格，用户只会
选择适合自己的精品。弗迪动力骁云 1.5TI 高
功率发动机顺应这一市场需求，打造世界级竞争
力的高效率与高性能发动机，首次实现了在动

力、油耗、排放、NVH、价格及可靠性上的完美平
衡。

据介绍，骁云全新1.5TI高功率动力总成在
高效进气系统、先进燃烧系统，以及智能热管理
系统技术上实现跨时代进阶。全新发动机同时
采用了双流道涡轮增压器，电控涡轮放气阀、中
置式VVT机构等多项技术，使其低速扭矩性能
提升了 36.7%，低速响应性提升 40%。同时，在
确保高动力响应性能的前提下，轻米勒循环技术
的应用，配合高滚流比进气道和350bar 高压直
喷系统，助力高燃效水平，进一步改善了排放和
油耗水平。

国际汽车工程学会会士李理光评价：“骁云
1.5TI的成功开发，标志着比亚迪在传统发动机
开发领域设计、研发是完全实现正向自主化开
发。”

“中国心”年度十佳发动机评选，作为与“沃
德十佳“以及“国际年度发动机”齐名的全球三大

权威发动机排行榜单评选榜单，现已成为中国乃
至全球汽车行业中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发动机
评选盛典。

评选邀请国内知名的汽车专家到现场进行
评选，他们中不乏国家863计划项目的专家、国
内知名高校的院长、教授等，同时此次评选还汇
集了行业内各大领先企业研发工程师以及行业
媒体。在测试方法上，本次采用了静态与动态两
轮测试。静态测试由企业的工程师讲解技术亮
点，回答评委的疑问；而动态测试则是采用了实
车测试，而非台架测试，由各个评委对车辆发动
机各方面的动态性能进行体验评分。采用实车
测试可以更好地反映发动机在装车后的实际性
能，更具有参考价值。

完全自主研完全自主研发发 紧跟市场步伐紧跟市场步伐

作为国内少数在ECU、TCU等控制系统方

面实现完全自主研发标定的厂商，弗迪动力实现
与国际一流水平无缝接轨，这意味着未来对于发
动机的标定也更加便捷，今后也能够紧跟市场需
求快速推出更先进的发动机。

弗迪动力通过垂直整合平台化战略，汇集全
球智慧技术，拥有一套完全自主的性能开发、燃
烧系统开发、标定仿真以及后期各种实验验证等
研发流程。自2008年开始研发生产，弗迪动力
发动机总成已历经三次升级，现已开发产品覆盖
目前主流燃油、混动车型。

除此之外，弗迪动力发动机还荣获2012绿
色环保年度创新技术大奖、2011 上海国际车展
最佳发动机大奖等殊荣，今年7月，骁云全新一
代动力总成正式发布，以崭新的姿态向全世界展
示弗迪动力最新一代技术。

弗迪动力骁云全新 1.5TI高功率发动机荣
获“中国心”十佳发动机称号，既是行业内对弗迪
动力骁云发动机的高度认可，又是弗迪动力十多
年来坚持自主研发实力的体现。弗迪动力发动
机在未来的发展与规划中，将秉承着“做市场需
求的、客户需要的，低油耗和高舒适性、低NVH，
同时又能够满足客户驾驶乐趣的高性价比的产
品”的产品理念，不断为全球汽车厂商带来国内
领先的动力服务。 刘宇慧)

弗迪动力骁云1.5TI高功率发动机
荣获“中国心”十佳发动机奖项

（比亚迪汽车供图）

11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
称《规划》），宣告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发展

“新”阶段。
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规划》指出，到

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
售总量的20%左右。相比《征求意见稿》，上述目
标下调了5个百分点。此外，《规划》取消了对智
能网联汽车的销量占比30%目标设置，强调加大

公共领域对使用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持，提出
“2021年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领域新增或更新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公共
领域车辆，新能源汽车不低于80%”。

《规划》强调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大力推
动充换电网络建设，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协调推动智能路网设施建设，有序推进氢燃料供
给体系建设等。此外，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支持
居民区多车一桩、临近车位共享等合作模式发

展；鼓励充电场站与商业地产相结合，建设停车
充电一体化服务设施，提升公共场所充电服务能
力，拓展增值服务。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
发展，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领域有关技
术加速融合，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成为汽车产
业的发展潮流和趋势。《规划》明确指出，要坚持
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以融合创新为
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推
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加快
建设汽车强国。“新四化”中的“共享化”被删除。

此外，《规划》另一大任务是，加快车用操作
系统开发应用和推动动力电池全价值链发展。

围绕车用操作系统，构建整车、关键零部件、基础
数据与软件等领域市场主体深度合作的开发与
应用生态。鼓励企业提高锂、镍、钴、铂等关键资
源保障能力，建立健全动力电池模块化标准体
系，完善动力电池回收、梯级利用和再资源化的
循环利用体系，鼓励共建共用回收渠道。

业内人士指出，自2012年发布《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以来，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行业也面
临着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基础设施建设仍显
滞后、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等问题。《规划》的发布
为未来 15 年新能源汽车阐明了发展方向，为行
业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刘宇慧）

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迎新迎新””

11月3日，备受关注的“中国心”2020年度新能
源汽车动力系统评选结果水落石出，汉EV不负众望，
获得“中国心”年度十佳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奖项。

今年是“中国心”年度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评选
的第五届，通过前期海选，最终入围的13款新能源
汽车包含9款纯电动车型、2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和1款增程式混合动力车型。在所有入围的纯电驱
动车型中，来自汉EV四驱高性能版旗舰型的动力系
统可谓一枝独秀，其搭载的刀片电池、高电压高转速
高效率驱动电机、碳化硅MOSFET电机控制模块在
技术性能上处于全球领先水平。零百加速仅需3.9

秒，为新能源轿车树立了全新的性能标杆。在现场
评测中，其强悍的起步加速性能、急加速性能、“微秒
级”的加速响应时间，以及32.8米百公里刹停的强大
制动性能，给专家评委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心”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评选不仅要检
验动力技术在行业中的创新性和领先性，相应量产
车型在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同样是“中国心”评选的
重要指标。自今年 7 月上市以来，汉在全国各地的
订单量和交付量不断攀升，截至9月底，累计批量交
付突破万辆大关，其中汉 EV 累计实现批量交付
7229辆，并且一直在快速增长中。 （刘宇慧）

1111..3737万元起售万元起售 吉利星瑞上市吉利星瑞上市
汉EV获“年度十佳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奖项

11月1日，吉利CMA超级母体首款
宽体A级轿车——星瑞通过线上宣告上
市，新车全系标配 2.0TD+7DCT 黄金动
力，共推出4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为11.37
万-14.97万元。

除了高价值的产品和诚意十足的价
格，吉利星瑞还为所有用户推出了丰厚的
购车豪礼，下单购车即可享受4000元置

换补贴、2000元增购补贴、吉利千万用户
专享6000元置换补贴等“焕新礼”；同时
还可享至高金融贴息 5000 元的“金融
礼”。更值得一提的是，在 12 月 31 日前
购车的新车首任车主，可享4.5年或12万
公里免费保养以及 4.5 年或 12 万公里保
修两大超值礼遇，还可以获得 2 年 7.8 折
超高保值回购礼遇（此权益与焕新礼二选

一），充分体现了吉利星瑞对自身产品实
力的强大自信，切实践行《家轿颠覆者宣
言》中“全面超越强势合资品牌产品价值，
无需用户多花一分钱”的承诺。

业内人士评价，虽然官方将星瑞定位
于紧凑级家轿，但无论是尺寸、配置、动力
规格都已经达到了合资品牌的中级轿车
水平，而售价却和合资品牌的紧凑级车型
相当，其竞争力非同一般。作为自主轿车
中坚力量，吉利星瑞有望在其所处细分市
场“攻城掠地”。 （何尚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