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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衡阳市应急管理暨消防

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 2020 年衡阳

市应急管理与消防工作，安排部署 2021

年工作。

衡 阳 市 地 域 面 积 广 、地 形 地 貌 多

样 、地 质 条 件 复 杂 ，自 然 灾 害 风 险 较

大。去年，该市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

险为主线，强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全

力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及时

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去年，衡阳市

未发生森林火灾亡人事故；全市发生各

类生产安全事故同比大幅度下降；成功

抵 御 二 次 超 警 戒 洪 水 ，未 发 生 亡 人 事

故，衡阳市应急管理局被评为省“防汛

减灾工作先进单位”。

衡阳市还紧紧抓住安全生产监管

“牛鼻子”，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全市危化、非煤等高危行业（领域）规模

以上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 100%到人、隐

患自查自改自报 100%到岗、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备案 100%到位。扎实开展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马路市场安全

隐患专项整治等专项行动，特别是对煤

矿、非煤矿山、危化企业、烟花爆竹、工

贸企业等重点行业开展安全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活动，排查隐患 25157 处，取

缔关闭 251 处马路市场，清理店外经营

商户 2640 余个，新建改建农贸市场和乡

村集市 57 处，基本实现“摊清、人清、路

畅”。

“应急”是应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之

急，有效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就能最大限

度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去年，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与消防、水利、民政

等部门建立灾情会商研判和应急联动

机制，出台“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类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暂行办法”等总体预案

和防汛、抗旱、森林防火、地质灾害等 20

余个专项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抢险救

援队伍 467 支，开展防汛抢险和森林防

灭火应急救援演练活动，有效提升应急

处置协调和救援能力。

2021 年，衡阳市将牢固树立“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以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为抓手，抓好监

管执法和“打非治违”、基层基础工作和

应急能力建设、智慧应急工程建设等 10

项重点工作。

信息化基础设施是“智慧应急”建

设工作的基础。为此，该市将借助信息

化东风，采取创新技术和模式，强化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应用，进一步完善新增的涉及重大危险

源危险化学品企业联网监控工作，积极

推进重点化工园区三维倾斜摄影建模；

推进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建

设，推动自然资源、水利、农业、林草、气

象等部门的灾害和监测预警信息共享；

推进完成应急指挥智能调度系统、全市

应急指挥信息网、无线窄带网、卫星通

信网的建设，深度融合有线、无线、互联

网、卫星、无人机等音视频等传输方式

和通信技术，力争今年底前完成“空天

一体”应急通信体系建设，实现基础设

施逐步建强，监测预警基本覆盖，数据

资源不断丰富，关键应用完成布局，通

信保障保底可靠，科技创新不断突破。

“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应急管理

体系，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努力实

现‘一体化运作，两翼齐飞，三打开路，

四个确保’目标，为衡阳‘一体两翼’经

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推动应急管理工

作全面发展进步、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衡 阳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局 长 何 恒 芹

说。 （成俊峰 聂 沛 周运动）

“智慧应急”让城市更安全

衡阳市防汛应急演练现场，救援人员前往落水点搜救“落水人员”。

周运动 摄

真抓实干在湖南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月 25日讯（记

者 刘永涛 胡盼盼 通讯员 易为）“手续简单，

跑的路少了！”近日，杜福田和朋友新成立湖

南金铁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从注册成立到

拿 到 营 业 执 照 ，线 上“ 一 网 通 办 ”，让 他 感 慨

“真快”。

杜福田的经历是湖南营商环境优化的一

个缩影。湖南省市场监管局统计显示，2020 年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 78.41 万户，其中新登记企

业 21.66 万户，同比增长 6.4%，日均登记企业近

600 家。2020 年底，全省实有市场主体 488.84 万

户，同比增长 12.54%。

全省深化“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优化，

市场活力迸发。加快市场主体准入制度改革，

企业开办“一网通办”、涉企行政审批事项跨省

通办，有效满足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需求。企

业登记网上办理率达 80%，企业开办时间平均

压缩到 1.5 个工作日以内。

全面推行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对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和企业登记业务系

统部分功能进行升级改造，支撑企业在线办理

注销相关业务。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平台上线

运行，各有关部门注销业务“信息共享，同步指

引”，实现企业注销“一网”服务，有效解决企业

退出难的问题。

省市场监管局介绍，全省推进“证照分离”

“多证合一”“一件事一次办”“三集中三到位”

改革，实现市场监管行政许可“查一个目录、去

一个窗口、登一个网站、录一次数据”。

推进电子营业执照改革，推行无纸全程电

子化企业登记。申请人可以领取手机微信版、

支付宝版电子营业执照，在保留窗口登记的同

时，实现各类型企业的设立、变更、备案、注销

等各个业务环节均可通过互联网办理。

数读湖南

2020
优化营商环境 迸发市场活力

湖南每天新登记企业近600家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陈奕樊

【人物素描】

戴立忠，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疫情期间，他率领团队将

“服务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第一时间响

应，主动出击、迎难而上，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有力科技支撑，为全

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贡献“中国方案”。

【履职故事】

2 月 18 日 ，一辆挂有“圣湘生物”标志的

“移动核酸检测车”从湖南发往河北。这辆可实

现“采样+检测+报告”一站式服务的检测车，

日检测量可达 5 万人份、最快 45 分钟内可出结

果，是圣湘为疫情防控贡献的又一杰作。

“移动核酸检测车，就是一个可移动的核

酸检测实验室，不仅可用于新冠肺炎核酸检

测，也可在结核病、病毒性肝炎、宫颈癌筛查等

大规模人群筛查中延展应用。”戴立忠介绍，这

员“猛将”可以做到快速响应、随到随检，在机

场、高铁站、火车站、厂矿、学校等重点公共场

所展开集中、快速筛查，更好守护群众身体健

康，助力疫情和重大疾病防控。

去年疫情暴发后，戴立忠第一时间率领团

队争分夺秒进行产品开发和技术攻关。在 10 余

年的技术沉淀、丰富的产业化经验和临床使用

经验的基础上，2020 年 1 月 14 日，惠及全民的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在圣湘实验室里诞

生。该试剂盒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审

批，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还取得欧盟 CE 认

证等 30 余项国际权威认证，为全球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法国、阿联酋、菲律宾、塞尔维亚……圣湘

生物的新冠核酸检测产品在全球 15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广泛使用，同时助力国内外数千家实验

室核酸检测能力从无到有或数倍到数十倍增

长，成为当地抗疫核酸检测主导方案。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下，圣湘生物又相继向湖南、湖北、

北京、广东、甘肃等全国多地捐赠近 160 万人份

新冠核酸检测试剂，支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目前，圣湘生物已累计向国内外捐赠价值近

1.6 亿元的疫情防控物资。

后疫情时代，如何充分发挥已建成新冠核

酸检测基础设施的附加价值？如何提升重大疾

病防控水平？今年，戴立忠将带着这些思考赴

京履职，他表示，只有全面推进精准诊疗，进

一步提升传染病、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控水平，

健全预防为主的疾病防控体系，夯实分级诊

疗体系，才能让更多人奔向健康幸福生活的康

庄大道。

全国人大代表戴立忠：

为全球抗疫贡献“中国方案”

湖南今年粮食总产量
力争达到603亿斤
出现集中连片抛荒 3 亩以上的

县市区，将取消评先评优资格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2月 25日讯（记者 张尚

武）主粮大省湖南，今年粮食生产目标日前下达：全省

粮食总产量力争达到 603 亿斤，不低于去年水平，扛稳

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经省政府同意，省农业农村厅上周已经把今年粮

食生产的目标任务分解到各市州，其中播种面积 7100

万亩是约束性指标，是中央对湖南的明确要求，必须

不折不扣完成；总产量 603 亿斤是参考性指标，要力争

达到。围绕这一目标，各地要强化属地责任，把目标任

务及早落实到县市区、乡镇和村组。省里今年将进一

步加大粮食生产投入，并对产粮大市、大县、大户予以

奖励。各市、县尤其是粮食大县也要想方设法增加投

入、整合资金，支持抓好集中育秧、机插机抛等关键环

节，确保粮食稳产增产。

稳定双季稻面积，关键在于抓好早稻生产。各地

要突出抓好早稻集中育秧，全省新（改）建标准化、规

模化集中育秧中心 200 个以上，带动早稻集中育秧

1000 万亩以上，比上年增加 180 万亩以上，其中为小

散户服务的集中育秧面积 350 万亩以上，比上年增加

50 万亩以上。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要坚决制止耕地抛荒，

对出现集中连片抛荒 3 亩以上的县市区，将取消评先

评优资格。全省将大规模开展粮食绿色高质高效行

动，提高主推技术到位率，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增效。

要协调扩大粮食生产保险覆盖面，抓好防灾减灾，保

障农民种粮的基本收益。

湖南森林蓄积量
突破6亿立方米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2月 25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张瑜）记者从今天召开的 2021 年全省林业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截至 2020年底，我省森林蓄

积量突破 6亿立方米，湖南的绿色生态屏障更加牢固。

我省是林业大省，森林覆盖率高达 59.96%，但森

林亩均蓄积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森林蓄积量是指森

林中林木材积的总量，这一指标可精准反映地区森林

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真实水平。

为提高蓄积量，2020 年全省林业系统加强建设，

深入铺开国土绿化行动，完成人工造林 184.7 万亩、封

山育林 361.4 万亩、退化林修复 325.6 万亩、森林抚育

875.6 万亩；开展林木种苗质量专项整治，将林木种苗

良种使用率提高到 90.03%；强化科学管理，将林业有

害生物成灾率稳定控制在国家规定以下，并组建森林

草原防火处，重构林业防火体系，使火灾次数、受害面

积、损失蓄积分别同比减少 78%、67%、66%。

随着森林蓄积量提高，我省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丰

富，林业产业产值达到 5104 亿元，创历史新高。

省林业局表示，按照“十四五”规划，到 2025 年底，

我省森林覆盖率将整体稳定在 60%以上、森林蓄积量

达到 6.8 亿立方米。

湖南空气质量年均值
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2月 25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葛倩）2020 年，我省环境空气质量年均浓

度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今天召开的 2021 年全省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发布了相关消息。

据了解，2018年我省首次有市州达到国家空气质量

二级标准，到去年，已经有7个市州实现达标。全省14个市

州空气质量普遍改善，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加

8个百分点，达到91.7%，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4.6%，

其中，有3个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进入全国前20名。

省生态环境厅表示，今年，我省将深入开展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制定空气质量改善规划，按照城市空

气质量限期达标计划推进空气质量提升。长株潭及传

输通道城市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也将进一步加强，针对

重污染天气的防范和应对，我省还将完善应急减排清

单，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分级管控。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杨玉菡 辜鹏博

早春时节，在桃江县高桥镇罗溪村行走，

绿色是这个南方小山村的亮眼底色。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立足秀美的山水风

光，桃江县高桥镇罗溪村发展壮大黑茶加工、

乡村旅游产业。2020 年，全村实现集体经济收

入 40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 11215 元。

2 月 24 日，记者来到罗溪村，探寻脱贫摘

帽背后的密码。

强基础，展新颜

“山多田少，地广人稀，基础设施落后，罗

溪村集体经济收入曾经不足 5 万元，人均收入

低于 3000 元，是远近闻名的省级贫困村。”罗溪

村党总支书记王小娥告诉记者。

2016 年、2017 年，桃江县民政局、城管局先

后结对帮扶罗溪村。2018 年 3 月，益阳市政协

副主席卜铁洪带队，以市林业局为责任单位，

市邮电管理局、市委台办和桃江县委宣传部为

后盾单位，组成工作队到罗溪村驻村帮扶。

刚驻村，村民反映村里用电不稳定：经常

是饭煮不熟、水烧不开，刮风下雨还闹停电。帮

扶队争取到 1400 多万元进行农网改造，罗溪村

实现了由“用上电”向“用好电”转变。

“电网升级后，公司通了动力电，产能上了

新台阶。2020 年生产的桶装矿泉水、柠檬蜂蜜

饮料等，销售额破百万元。”益阳市罗溪山泉有

限公司负责人冷训花是电网升级改造的受益

者，当地有 10 多个村民在她的公司上班。

拉着记者的手，85 岁村民肖又生为当地的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由衷点赞。老人说，他的孩

子长年在外打工，自己一人住在竹山里，常常为

喝水用水发愁：村里没通自来水，村民们或靠肩

挑手提，或接临时竹管在山溪中取水。旱季时缺

水，每天排队接水的村民连成了长龙；遇上下雨

天，山溪水变得混浊不堪，取回去要沉淀大半天

才能用。工作队进驻后，争取近百万元项目资

金，帮助罗溪村家家户户接上自来水。

这些年，工作队还引资 30 多万元新修了

1500 米水渠，花 30 多万元架起 200 盏路灯。

好风景，大“钱”景

百余米高的罗溪水自岩上飞泻而下，飞珠

溅玉，回荡山谷。站在罗溪村观景台上，记者见

识了“湘中第一飞瀑”的壮观。

“周边的将军岩、一线天、仙人桥、独眼峰，

也是奇妙的好风光哩！”村党总支书记王小娥

告诉记者，这么好的山水，多年来却是“养在深

闺人未识”。直到驻村帮扶工作队来了，给景区

改头换面，罗溪瀑布才成了热门景点。

工作队请来专家给罗溪村“体检”，结果发

现，罗溪村空气、水质、土壤等 3 项环境监测数

据出奇地好——空气负氧离子浓度最高值达

10 万个/立方厘米；20 多条山泉溪流，均达地表

水Ⅰ类水质标准；土壤中富含有益于人体健康

的硒元素，所产农产品既美味又健康。

打生态牌，是罗溪村最好的招。工作队争

取 600 多万元项目资金，拉通连接各景点的 15

公里环形公路，相继建成、完善“风雨竹廊”“氧

吧木屋”以及停车场、文化广场、景点厕所、游

客接待中心等设施。

工作队与村里商议，成立魅力罗溪生态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对景区进行统一经营管理。

请来“网红”桃江姑娘张娟，在直播中推介罗溪

美景；建立“生态罗溪”微信群，扩大影响。

村民刘秀英今年 71 岁，依然精神头十足。

见当地旅游越来越热，她约上几个老姐妹在景

区摆摊卖擂茶，生意最好时一天可入账 3000 多

元。两三年时间，这个小村庄就新开农家乐、特

色小食店等 10 多家。

2020 年，罗溪村游客量达 20 万人次以上，

旅游综合收入逾 135.6 万元。

产业兴，百姓富

刚刚逛完罗溪景区，一个从竹山快步走下

来的精瘦男子闯入记者眼帘。走近一瞧，他身

后的背篓里，装满了春笋。

“这是我们村的‘挖笋状元’胡来良，眼力

好、下手准，最多的一天挖了 44 公斤冬笋！”王

小娥介绍，自去年 10 月中旬以来，他靠挖笋赚

了 2 万余元。

“状元不敢当，只是这挖笋有诀窍，特别是

挖冬笋，一般枝青叶茂的竹子下面笋多、又嫩，

你沿着竹根生长方向找，保准！”胡来良憨笑着。

胡来良原来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患病的妻

子、年迈的父母、在读的两个孩子都靠他一人

养活。之前，因找不到稳定销路，他放下挖笋手

艺，四处打零工赚钱。“现在好了，有合作社统

一收购，有工作队帮忙找销路，冬笋成了抢手

货。”胡来良介绍，他平时给合作社当司机，每

年各项收入加起来近 5 万元，一家老小在 2020

年脱了贫。

胡来良所在的合作社，是罗溪村以村集体

出资、村民土地入股方式成立的罗溪生态农业

合作社。该合作社在帮扶工作队帮助下，盘活

8800余亩高山野生茶园，迅速打开市场，去年销

售额破百万元，合作社向村民支付采茶、制茶等

各项工资 30余万元，村民获得分红 30万元。

冬笋、土鸡、腊肉、红薯粉等罗溪村土特

产，通过合作社销到了全国各地。村里 25 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在此务工，实现脱贫。

立足生态优势，村西南头的罗溪果茶种植

专业合作社同样做得风生水起。在工作队的引

导下，这家合作社将 240 亩果园和 360 亩茶园

有 机 融 合 ，游 客 一 年 四 季 可 享 采 摘 之 乐 。自

2017 年开始，合作社连续 5 年向村里 100 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发放县级重点产业项目分红。目

前，罗溪村有上百名村民在合作社务工。

（参与采写 苏亚明 曹志强)

【采访手记】

不忘初心，赢了民心
带领困难群众脱贫致富，需要广大扶贫干

部执着拼搏、实干笃行，不忘初心，用行动践诺

言，才能赢得民心。

驻罗溪村帮扶工作队的“前任”和“现任”

队长，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干部，他们深知苦

日子的艰辛，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做到了心连心、共命运。实践表明，扶贫干部用

真心、动真情，就能燃起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

希望。

当全体贫困户脱了贫，扶贫干部都幸福地

笑了。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驻村帮扶

工作队还要啃更多“硬骨头”。未来，他们还会

继续坚守，将萤萤之火聚成皓月之辉，照亮罗

溪新未来。

端上“生态碗”，吃上“绿色饭”
——村级样本30例之桃江县罗溪村

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

——脱贫村中看样板

2020年底

全省实有市场主体 488.84万户

同比增长 12.54%

2020年全省新增市场主体 78.41万户

其中新登记企业 21.66万户

同比增长 6.4%
日均登记企业近 600家

企业登记网上办理率达 80%
企业开办时间

平均压缩到 1.5个工作日以内

1月15日，桃江县高桥镇罗溪村，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辜鹏博 摄

制图/张杨

戴立忠（右）在实验室。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