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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排长队，不到 10 分钟，两项业务全办成。

“这么快！是‘绿色通道’吗？”12 月 7 日上午，前来

办事的洪江市华惠装饰公司法人李冬华，跟洪江

市政务服务中心纳税服务专区的工作人员开玩

笑说。

如今，在洪江市，方便快捷的政务服务已成

常态，来这里办事的企业和群众都能跟李冬华一

样，享受“绿色通道”。

应进必进，一个也不能少

走进洪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仿佛进入了一个

“办事超市”。

中心负责人介绍，洪江市新政务服务中心于

今年 10 月 8 日正式运行，总面积 12677 平方米，开

设窗口 126 个，该市 38 家行政审批职能部门和 14

家公共服务单位全部进驻，3163 项行政审批事项

和公共服务事项“应进尽进”，是目前怀化市面积

最大、入驻单位最全、办理事项最多的县级政务

服务中心。在这里，企业、群众办事真正实现“只

进一扇门”和全程“一站式”办理。

而几个月前还在运行的洪江市原政务服务

中心，仅 1500 余平方米。因面积太小，人社(医保)、

税务、交警、公积金、婚姻登记等单位分别在其他

地方办公，不少群众感到办事难、办事慢。

“ 就 是 砸 锅 卖 铁 ，也 要 建 好 新 政 务 服 务 中

心！”2020 年 10 月，洪江市克服困难，启动新政务

服务中心项目建设。

不过，要说这 50 多个部门、3000 多项审批事

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一切顺顺当当，所有前来办

事的人都心情舒畅，并非事实。无论是分管政务

服务中心的市领导，还是中心负责人，他们都不

止一次提及“博弈”与“割肉”。

坐在自己的部门和股室，企业、群众找上门来

办事，心里难免有权力观念。现在几十个部门、近

300 人在一个大厅服务，不仅部门之间相互监督，

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也一起跟进。显然，权力装进

了“笼子”，“博弈”也由此产生。有的部门说，我们

业务量大，又需要拍照，不方便进驻；有的部门给

出的理由是担心群体上访；还有的部门说，我们派

一个同志到中心，把待审批的材料带回去……

洪江市委、市政府态度坚决：必须按照“三集

中三到位”的要求，做到“应进必进，一个也不能

少”。

应有尽有，群众感到温馨

冬日和煦的阳光照进洪江市政务服务中心

一楼旁的“读书吧”里，几位前来办事的群众悠闲

自得地翻阅书籍和报纸。

正在等号的市民田瑞瑞在阅读《沈从文小

说》。说起在这里办事的感受，田瑞瑞微笑着说：

“第一次来这里办业务，没想到政务中心还配有

‘读书吧’。大楼新，环境和服务很温馨。办事挺方

便的，不懂的地方有工作人员解答指路。”

洪江市政务服务中心配套建成读书吧、母婴

室、手机充电等便民设施，设立无障碍环境，吸纳

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部门入驻，政务服务事项

“应进尽进”，便民服务设施“应有尽有”。

在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智能化、便利化的

同时，洪江市注重服务“温情化”。在洪江市婚姻

登记窗口旁还设有婚姻颁证厅。

步入颁证厅，映入眼帘的有红地毯、鲜花和

拱门，顿感浪漫温馨。新人在这里不仅可以拍照

纪念，还可以免费举行简约的仪式。

“仪式虽然很简单，却是我最值得回忆的瞬

间。没想到政务服务中心的服务这么暖心。”举行

简约的仪式后，新人杨伟龙激动地说。

午休双休，便民服务不休

12 月 6 日中午，虽是午休时间，洪江市政务服

务中心车管窗口仍然一片忙碌。来自洪江市龙船

塘的易延荣顺利拿到驾驶证后感叹：“‘最多跑一

次’，果真是跑一次，我为政务中心的服务点赞！”

连日来，洪江市各乡镇前来办理摩托车驾驶

证的群众急剧增加。为了不让群众往返跑，市政务

服务中心车管窗口特开通“延时办”便民措施，窗

口工作人员放弃午休，有时双休日也加班，延长工

作时间，让前来办证的群众第一时间领到驾驶证。

“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服务的方向。”洪江

市委书记郑小胡说，该市纵深推进“放管服”改

革，延伸推出帮代办、跨省办、优质办、延时办、上

门办等“五办”特色服务，全力推动服务全过程、

全方位、全覆盖，致力打造群众满意的政务服务

环境。

今年 9 月，洪江市沅河镇沅城村经济合作社

购置一批收割机等农用机械，考虑到是农忙季

节，往返办事耽误农活，市政务服务中心便牵头

组织市农机事务中心，派人上门上牌。

湖南日报12月 9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永

亮 通讯员 杨清 张弥郁）湖南意华交通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厂房日前竣工，株洲市、天

元区两级行政审批部门负责人来到该公司，

将联合验收合格证明、五方验收及竣工验收

备案、不动产证明等项目竣工所需的相关证

照一并送上门。这是株洲首个“竣工即交证”

产业项目。

湖南意华交通装备 2019年入驻株洲，一直

在株洲高新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租赁厂房进行

生产。此次新建厂房占地 100余亩，预计年产值

10亿元。该公司副总经理易水良说：“竣工即交

证，让我们腾出更多精力发展企业。”

产业项目从竣工验收阶段到房屋不动产

首次登记，审批事项涉及 20 多个部门，需 26

个工作日办结。今年，株洲市政务管理服务部

门着力解决产业项目建设领域如何验收、找

谁验收、加快验收等“急难愁盼”问题，在深化

“拿地即开工”基础上，改革创新，将工程竣工

涉及的人防、气象、园林等多个单项验收，改

为由住建部门牵头进行联合踏勘，按“线上办

理、信息共享、并联验收、加强指导、限时办

结、统一确认”方式联合验收，建立“提前服务

联席会”制度，将审批时限缩减至 5 个工作日

以内，提速 80%以上，实现“竣工即交证”。

株洲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姜衡湘

表示，将理顺工作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做法，在株洲全面推广“竣工即交证”。

“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服务的方向”
——洪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见闻

株洲产业项目“竣工即交证”
审批事项涉及 20多个部门，时限缩减至 5个工作日

以内，提速80%以上

湖南日报12月 9日讯（全媒体记者 周小

雷）今天，长沙县举行“学党史·遵党规·守党

纪”第二届清廉星沙微宣讲比赛总决赛，12 位

来自各条战线的党员干部变身宣讲员，结合

自身感悟，为党员干部送上廉洁“大餐”。

“刘少奇主席 18 天蹲点调查，召开大小

座谈会 15 场，走访群众 59 人……”宣讲比赛

中，根据刘少奇天华蹲点历史故事编写的《请

大家讲真话》发人深省，感动了观众。

“把本土红色故事、身边廉洁案例搬到讲

台，通过线上直播让更多人从中受教育，有新

意、听得进、感触深。”在现场聆听的党员干部

表示，长沙县是一方红色热土，众多廉洁人物

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要用好用活本土红色人物和文化故事

的 教 化 功 能 ，筑 牢 党 员 干 部 拒 腐 防 变 的 防

线。”长沙县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

县纪委监委在推进党风廉政宣传教育中整合

资源，与党史学习教育有机结合，深入开展

“讲好廉洁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让

廉政教育“活”起来，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

今年，长沙县出台《关于推进清廉星沙建

设的实施意见》，深入推进“清廉星沙”建设，

各行业、各单位纷纷按要求开展清廉单元创

建工作。

清风拂面 处处花开

长沙县全面推进“清廉星沙”建设

湖南日报 12 月 9 日讯（通讯员 管元平

全媒体记者 卓萌）12 月 7 日，常德市武陵区

疾控中心疫苗接种点，一群孩子在家长带领

下排队接种新冠疫苗。截至 12 月 6 日，该区累

计接种新冠疫苗 116 万多支，为疫情防控提

供强有力保障。

今年来，武陵区疾控中心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党员带头冲在前，在应急处置、常

态化防控、疫苗接种等方面多维度发力，筑牢

疫情防控“红色防线”。

7 月 27 日晚，武陵区疾控中心接到市民

张先生电话，报告其一家于 7 月 23 日至 25 日

接待来自四川的客人，客人 27 日回成都后核

酸检测呈阳性。该中心迅速反应，立刻核实信

息并上报，连夜开展流调和核酸检测。当晚，

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在最短时间内采取应

急处置措施，阻断疫情传播链，为疫情防控抢

得先机。

疫情应急处置阶段，武陵区疾控中心 26

名党员全部投入一线，干在前、冲在前。常态

化防控毫不松懈，党员干部带头，坚持 24 小

时应急值班值守制度，推动疫苗接种全覆盖、

疫苗配送及时、疫苗接种规范、疫苗台账一日

一报，织牢疫情“防护网”。

武陵区党员带头筑牢
疫情防控“红色防线”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欧阳林

“杨代表，今年我们栀子果大丰收，明天送货

过来噢。听说今年栀子果卖到 3 元一斤，真的不？”

12 月 1 日，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海泰博农栀子种植

基地，全国人大代表杨莉接到邵阳栀农邹渊文的

电话。“是的，您只管送货来，我们照单全收。”杨

莉回复道。

近年来，杨莉与中国林科院合作，研制“林海

一号”栀子果。她四方筹资，组建集科研、培训、育

苗、种植、收购、精深加工、销售、展示于一体的海

泰栀子专业合作社。

培育出来的栀子果，个头大且饱满。记者走

进海泰博农栀子种植基地，看到漫山遍野的栀子

树上，挂满金黄饱满的栀子果。果实顶端带有花

萼，像一个个倒立的小灯笼。

目前，该合作社已有 20 余万亩种植基地，覆

盖省内多地。合作社统一测土配方、社员培训、生

产标准、种苗生资供应和收购产品。海泰博农公

司总经理邝鼎说：“既实现标准化生产，又解决农

民种植技术和产品销售难题。”

为了帮助农民增收，杨莉多次免费为贫困户

提供“林海一号”栀子苗，培训栽培技术。经多年

努力，海泰栀子专业合作社获评国家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等，杨

莉获评“全国十佳农民”。

在外务工的屈原管理区三和村村民周林加

入合作社后，年收入超 10 万元。他欣喜地说：“以

往鲜栀子果只能卖到 1.2 元一斤，今年翻番了。这

栀子果，就是我们的致富果。”

“ 今 年 栀 子 果 涨 价 ，我 们 的 工 钱 也 涨 了 不

少。”正在采摘栀子果的村民田大婶说，在这干了

5 天活，赚了 1000 多元。她开玩笑道：“今年的过年

肉，可有着落啦。”

“收了这么多栀子果，有销路吗？”记者问杨

莉。

“天然色素是食品安全生产的‘新大陆’，我

们的黄栀子，正是提取天然色素最理想的原料之

一。”杨莉笑着说，“依托中国工程院刘仲华院士

及其科研团队的技术力量，我们从栀子中提取藏

红花素，开发藏花饮、藏花膏等产品，已卖到全国

各地呢。”

收购价涨了 农民乐了
——屈原管理区海泰博农栀子种植基地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