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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2日讯（记

者 张咪 通讯员 漆小丽 王梓槐）株洲市开

展“啄木鸟”河湖突出问题“零容忍”专项行

动，对全市河湖进行系统性“体检”。今年来，

共发现乱占、乱采、乱堆等问题 400 余条。目

前，整改销号率达 80%，取得阶段性成效。

为让株洲市河湖面貌得到持续改善，今

年，株洲市开展“啄木鸟”河湖突出问题“零

容忍”专项行动，采取“督查+举报+曝光”方

式 ，发现并解决全市河湖存在的一些突出

问题。

行动范围为全市 425 条河流，以一江两

水八港、三水库的干流及一级支流为重点。

行动内容包括查找河湖“七乱”问题，监督河

湖管护以及各级河长履职情况。其中“七乱”

问题指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乱排、乱

种、乱搭等乱象，以及河长公示牌设置不合

理、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

行动期间，株洲市安排专人负责受理、

登记、整理举报线索，逐河建立问题清单，根

据属地管理原则及时推送至各县市区河长

办、相关责任部门进行交办。派出专项行动

监督核查工作小组，对每个线索和问题进行

现场核实，对经核实后的问题整改情况进行

跟踪、督查。每月编制行动简报，将发现的问

题及整改情况及时通报，还在媒体平台对发

现的典型案例进行曝光。

株洲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说，专项行动

将实现常态化、系统化，以切实降低河湖突

出问题发生率，助推各级河长履职到位，使

河湖面貌得到根本性改善。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2日讯（记者 唐璐 通讯

员 何胜雄）9 月 1 日，商务部网站公示首批全国加工贸易产

业园审核认定名单，长沙市加工贸易产业园名列其中，成为

全国首批 13 家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之一。

今年 4 月，商务部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

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提出培育建设一批国家加工贸易产

业园。为进一步推进长沙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长沙市商务局

积极组织申报。

长沙市加工贸易产业园位于该市主城区东侧，包含中

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临空区块、长沙经开区、

浏阳经开区（高新区）等 3 个国家级园区，总面积 47.54 平方

公里。依托当前发展基础，产业园将全力构建“一主四特”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以工程机械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汽

车及零部件产业、智能装备制造为特色）产业发展格局。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长沙累计完成加工贸易进出口

总额 223.4 亿美元，占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50%以上，

年均增速达 34.3%。目前，全市共有加工贸易企业近 70 家。

长沙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成功获批，为全市新增一块“国字

号”招牌，将显著提升长沙招商引资影响力，壮大加工贸易

企业，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唐小花 戴晓山

在张家界市慈利县，很多人一天的生活从嗦一碗米粉

开始。

9 月 1 日 7 时许，慈利县城一个小巷里，一家米粉店人流

量少，但热气儿很足。厨房里，爽滑的米粉在滚烫的汤汁中

搅拌几下，倒入碗中，看着就很有食欲。

“虽然不能在店里吃，但客人都很配合，自觉打包，生意

恢复到以前了。”关店 20多天，重新“开张”后的米粉店，顾客

络绎不绝，看着订单一天天多起来，店主李元庆干劲十足。

一碗久违的米粉，是人们日常的“小确幸”，撩动着食客

们的味蕾，也唤醒了城市的清晨。

在张家界市中心城区一家烘焙餐厅，刚出炉的面包、甜

品，整齐摆放在橱窗里，飘出诱人清香。食客们抵抗不了美

食的诱惑，有序挑选食物。

走进店内，戴口罩、扫码、测温，这些“流程”一样不能

少。毛女士带着儿子进店逛了一圈，仔细挑选后，买了一大

包带回家。“吃上一口甜品，感觉生活也变甜了。”她说。

民以食为天，餐饮业是拉动消费、繁荣市场、促进发展

的重要一环。“解封”后，张家界市稳妥、科学、有序引导餐饮

企业逐步复工复产，做到管理机制、人员健康排查、管控措

施、防疫物资保障到位，餐饮门店陆续恢复经营。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大街小巷内，一家家小餐馆、

小吃店、奶茶店热气升腾，渐渐重回繁华热闹，各种风味的

美食伴着人们奔向新的幸福，熟悉的生活回来了。

“啄木鸟”守护水安全
共发现河湖问题400余条，整改销号率达80%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2日讯（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米承实）怀化市交通建设投资公司原

董事长林某凤插手工程项目招投标，严重破坏营商环

境，去年 7 月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

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9 月 1 日，怀化市纪律作

风整顿、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旋风行动”动员大会上，

通报了 5 起破坏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

“一起通报的还有 7 起违反纪律作风规定典型案

例，旨在释放把纪律作风牢牢抓实、把营商环境时时抓

优的强烈信号，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怀化

市纪委监委负责人说。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良好的纪律作风是保障。今

年来，怀化市委以纪律作风整顿为抓手，出台《关于营

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关于加强纪律作风建

设在实施“三高四新”战略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若

干规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通过整顿纪律作风，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怀化“旋风行动”将在 9 月至 11 月集中开展明察暗

访，随后不定期开展常态化督查。重点检查各县市区、

市直单位和公职人员贯彻落实纪律作风整顿、优化营

商环境政策措施情况，严肃查处为官不正、为官不为、

为官慢为、为官乱为等违规违纪违法问题，以及涉及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乱象问题。

怀化成立了 2 个暗访督查组、1 个追责问责组、1 个

综合调度组，建立严查倒逼、即查即办、案例曝光、容

错纠错、纠建并举 5 大机制，通过问题线索“大起底”、

畅通渠道“大举报”、纪律作风“大暗访”、正反典型“大

宣传”、问题整改“大推进”5 大行动，发现问题，马上查

办，形成震慑，推进营商环境大提升。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钰凌 曹敏

9 月 1 日，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菜

岭村，千亩金色梯田层层叠叠、错落有

致，从空中俯瞰，犹如一幅美丽的田园

画卷。梯田里，风吹过初黄的稻穗，禾

花鱼嬉戏田间，游客纷至沓来。

“虽然有点累，但抓禾花鱼很有成

就感，这鱼肥肥的，好漂亮。”前来体验

抓鱼的李女士感叹。

菜岭村地处南岭，四面环山，平均海

拔 800米以上，禾花鱼养殖历史悠久，素

有“中国禾花鱼米第一村”之美誉。

“我们的鱼用山泉水养殖，肉质鲜

嫩、香甜。”菜岭村党支部书记黄文彬

介绍，村里因自然条件而兴，也曾因自

然条件受困。多年前，村里受自然条件

限制，山多地少、交通闭塞，基础设施

薄弱，村民致富路子狭窄，虽有好山好

水却没有利用起来。

近年来，菜岭村补齐短板弱项，把

禾花鱼养殖作为脱贫攻坚、实现小康

的 重 要 产 业 来 抓 ，发 展 禾 花 鱼 养 殖

1200 余亩，亩产几十公斤，有效带动村

民增收。同时，推进“农业产业+乡村旅

游”发展，成功举办六届高山禾花鱼米

文化节，通过开发珠江源峡谷等，推动

乡村旅游，拓宽致富路。

如今，抓禾花鱼、买禾花米、徒步

珠江源峡谷，成为菜岭村乡村旅游热

门项目。

“我种了五六亩田，养了几百公斤

禾 花 鱼 ，还 办 了 个 农 庄 ，可 以 自 产 自

销。来我这里的游客，可以品尝禾花鱼

美味，也可以体验抓鱼的乐趣。”菜岭

村“山里人家”农家乐老板黄文军说。

今年禾花鱼上市以来，来菜岭村

的游客平均每天近 1000 人次，村里 7

家农家乐客人爆满。“菜岭村开发了几

道有名的禾花鱼特色菜，让游客大饱

口福；系列禾花鱼旅游产品，也不会让

游客‘空手而归’。”苏仙区驻菜岭村乡

村 振 兴 工 作 队 队 长 邝 自 力 说 ，村 里

1200 多亩禾花鱼供不应求。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2 日

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梁军)

时下，正是稻飞虱、纹枯病、稻曲病等水

稻病虫害防治关键期，但蓝山县塔峰镇

竹市村种粮大户黄学林却显得不慌不

忙。“只要打一个服务电话，一台植保飞

机飞一天，就能完成 300 多亩晚稻田的

病虫害防治。”黄学林笑着说，他是蓝山

县“田保姆”的受益者。

蓝山是全省双季稻主产县之一，也是

全省农村改革先行示范县。在青壮年纷纷

外出打工的情况下，为解决粮食生产“谁

来种、怎样种”难题，该县组织农机专业合

作社、种粮大户担任“田保姆”，为群众提

供代育插秧、植保统防统治、机耕机收等

社会化服务，稳定粮食生产。同时，积极支

持集中育秧、机插秧、机抛秧等社会化服

务，及时兑现农机购置补贴等。

“田保姆”提高了种粮效率，加快了

土地流转，推动了粮食规模连片种植。在

所城镇顺源农机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

陈学高和社员联合购买了拖拉机、插秧

机、抛秧机、飞防植保机、收割机等农机

50 台套，合作社 2000 多亩水稻全部实行

机械化管理，双脚基本不用下田，每年还

为其他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 5 万余亩。

蓝山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明桦介绍，全县粮食生产基本实现机

耕机收全覆盖，已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

和植保专业组织 50 家，常年机插、机抛

秧面积达 7.2 万余亩，统防统治 21 万余

亩。今年全县粮食种植面积 34.68 万亩，

与去年相比稳中有升。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2日讯（通讯员 郭

平平 杨淳 记者 李杰）“一朝为军人，终身有军魂。”9

月 1 日，津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召开全系统党风廉政

建设专题教育会，该市药山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

员、退役军人潘亚杰承诺，永葆军人本色，扎实做好本

职工作，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津市有1.52万名退役军人。为鼓励他们奋斗在基层、

建功新农村，今年来，津市定期组织全市退役军人开展专

题学习、警示教育活动，打好“防疫针”、敲响“警示钟”，要

求他们严格自律，保持军人本色，坚决做到拒腐防变。

今年疫情发生后，津市成立 76 支由退役军人组成

的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坚守防控一线，查“两码”、测体

温，统计村民生活所需物资、宣传防疫知识、值守村口路

卡等。“哪里群众有需要，哪里就有退役军人的身影。”襄

阳街街道志愿者协会会长、退役军人朱德文介绍，目前

该市有 1100 多名退役军人注册成为志愿者，积极参与

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应急抢险、志愿服务等。

“退役军人纷纷承诺，退役不褪色，岗位立新功。”

津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2 年来，该

市有 13 名退役军人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湖南省

模范退役军人、常德市最美退役军人等。

获批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
全国首批13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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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2021年 09月 02日

第 202123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2223
0

2992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中奖金额（元）
2311920

0
517616

2 4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21年09月02日 第2021100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11544497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8
170
1289
78715

1572343
7945070

中奖注数
（湖南）

1
15
73

2926
53430
266446

单注奖金
（元）
7583366
151962
3000
200
10
5

1609 13 14 2912

3302 05 06 12 19 3320 26 28

2021年09月02日 第2021235期

开 奖 号 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33 39 3351 58 62 65 70 371
374 76 77 78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开奖信息

永州零陵区“跨域通办”助推政务服务再升级
家住永州零陵区的陈先生和蒋女士是永州市东安县石期镇

马头村人，两夫妻均已年满 65 周岁，按规定可以办理老年优待
证。由于两位老人平时都在零陵区带小孩，不方便回户籍地办
证，于是，他们在网上向零陵区政务大厅申请办理，窗口收到办
件后，立即启动“跨域通办”程序，很快办好了老年优待证。

“跨域通办”是湖南省政务改革一项重点工作，是指政务服
务部门打破居住地和户籍地等地域限制,强化信息共享、业务协
同,在不改变属地办理的前提下,采取全程网办、代收代办、多地联
办等形式,建立“就近申报、异地收件、远程流转、属地办理、跨层
联办”的跨域通办工作机制,实现“审批权属不变、数据网络流转、
批件快捷送达”,让企业、群众线上通过网络提交材料、线下在政
务服务中心通过业务窗口提交材料等方式不论何地均能申请办
理业务。今年以来，零陵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政务“跨域通办”改
革这一项创新举措，建立了“异地受理、属地审批、就近取证”的全
新服务模式，实现了“让数据、快递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该区
将 90个通办事项全部下发到乡村，实现就地办理、“跨域办理”。
截至 8月底，全区共办理“跨域通办”事项 65件，推动了全区经济
发展，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赵 飞 李海波）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2日讯（记

者 聂沛 通讯员 刘良平 彭云）近日，衡阳

市信访局工作人员来到雁峰区居民王某家

回访。王某夫妻有说有笑，一个劲地感谢相

关部门为他们解决了信访难题。

王某夫妻曾因采矿权出让金问题多次

上访。去年底，该信访件交由衡阳市一名市

级领导包办 。该领导组织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信访局等部门召开专门会议。经过充分

协商，终于找到化解这一跨度长达 20 年的信

访积案的办法。

察民情、解积案，疏民困、化积怨。衡阳市

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将治理重复信访、化

解信访积案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变群众

上访为干部下访，以服务真心换群众暖心。

生态环境、城乡建设、改革改制等重点

领域疑难复杂案件交由市领导包办，其他案

件由县处级干部包办。按照诉求类别、合理

成分、难易程度等，对信访积案分类定等。通

过“家访式”下访、“恳谈式”约访、“点穴式”

巡访，主动进村入户，听取群众诉求，找出问

题症结，因案施策、对账销号。

因人员分流、主管部门职能转换等原因，衡

阳市某厂下岗工人戴某等人的社保、医保多年

欠缴，人事档案也全部遗失。包案市领导组织人

社、公安等部门追溯核实上访情况，测算欠缴金

额，并结合相关部门职责分摊费用。衡阳县西渡

镇居民老李曾因建房纠纷上访多年，包案领导

和党员干部多次主动上门，帮老李干农活、聊天

谈心、宣讲相关政策，解开了老李的心结。

衡阳市还创立“志愿服务+信访”工作方

式，在信访积案化解中引入公开听证、屋场

恳谈会和“衡阳群众”志愿者服务等，消除群

众心理隔阂，拉近心理距离，及时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如今，该市 1018 件信访积

案得到妥善处理。

真心换暖心 化解信访案
1018件信访积案得到妥善处理

9月 2日，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果农忙着采摘猕猴桃。近年，该村全力打造精品果

园。目前，全村种植的5000余亩猕猴桃迎来成熟采摘期，果园里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黄玉芳 摄影报道
金果飘香

蓝山粮食生产基本实现机耕机收全覆盖
今年粮食种植面积34.68万亩，稳中有升

南岭鱼窝：禾花鱼“家住”金色梯田

衡阳

株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