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激励和保护创新、服务经济发展的

作用，3 月 12 日，衡阳中院知识产权庭深入乡村振兴联系点

衡东县杨桥镇荆竹村开展普法宣传，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中院法官首先来到荆竹村“羊肚菌种植基地”，详细了解种

植管理和生产销售等情况，实地宣讲专业知识转化运用典型经

验，鼓励培育一批拉动作用好、核心竞争力强、具有重大影响力

的农产品商标品牌，引导村集体改善思路和经营模式，使产品

商标和地理标志成为农民脱贫致富建设小康的“加速器”。

在荆竹村委会，法官们与荆竹村负责人、村民、市中院乡

村振兴工作队围坐一起，就提升乡村综合治理、推进法治乡村

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法官们表示将发挥知识产权的独

特优势，以“培育一个品牌、带动一方产业、稳定一份收入”为

目标，将知识产权工作有机融入荆竹村乡村振兴新征程中。

座谈会后，村民们称赞这种“菜单式”普法效果好，通俗

易懂、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村干部感谢市中院不遗余力关

心乡村振兴工作，不仅为村集体经济发展争取项目和资金，

还特别重视发挥专业优势，为乡村振兴提供可靠的法律保

障。 （艾 筠 石 娜）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重视知识产权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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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3 月 15 日讯（全媒体记者

邢玲 通讯员 黄琳）3 月 14 日，记者从益阳市

举行的 2021 年消费维权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该市扎实开展“诚信经营·放心消费”示

范创建活动，大力提升经营者诚信度、消费

环境安全度、消费者满意度，市场主体活力

不断迸发，消费环境持续向好。

目前，益阳市累计创建“诚信经营·放心

消费”示范单位 1477 个、示范商圈（街区）12

个；发展先行赔付商家 82 户，线下无理由退

货商家 150 户。去年，该市市场主体数突破 35

万户，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市场主体数比上年

增长 19.1%，增幅居全省第一；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 819.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4%，增

速居全省第二。今年 1 月，该市打造一流消费

环境的做法获省政府通报表扬。

益阳市全面推行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发挥各级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加强综合执

法、数据共享、案件查办、信用惩戒等联动协

作，依法打击、有效治理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虚

假宣传、价格欺诈等消费侵权违法行为。去年

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13778批次，合格率达

96.58%，全市消费安全度进一步提升。

为提升维权效能，去年，益阳市创新推

出 12315 热线“接诉即办”维权，加强疑难复

杂投诉跨区域跨部门联办，第一时间接收、

转办、督办、反馈“接诉即办”各类举报，让消

费者诉求最多投 1 次、最快 1 小时内办结、24

小时内反馈处置结果。新机制实行以来，全

市共转办、处理“接诉即办”185 件，按时办结

率、回复率、满意率均达 100%。这一做法获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推介。益阳市消委被中国消

费者协会评为 2020—2021 年度消费维权先

进集体，益阳市市场监管局被评为全省消费

维权工作先进集体。

湖南日报 3 月 15 日讯 (全媒体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郭飞 张雪芳)“为民办实事，赢

得百姓心。”怀化市鹤城区政府办近日收到

一面从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寄来的锦旗，感

谢鹤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热情服

务。

锦旗是广州的肖先生寄来的。肖先生的

妻子杨女士是鹤城区人，去年底，她在鹤城

区生孩子后，原打算到肖先生户口所在地办

理孩子的户口登记，但受疫情等影响，往来

两地不便。她了解到鹤城区推出了相关“跨

省通办”服务，就到该区政务服务中心申请

孩子异地上户协同服务。去年 12 月 11 日，在

鹤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帮助下，肖先生夫妇办

好了孩子的户口登记。这是湖南省跨省办理

的首例新生儿户籍业务。

去年来，鹤城区大力推进“跨域通办”等

政务服务改革，着力打通地域限制和信息壁

垒，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手段，构建“互联

网+窗口”服务模式，让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

不再“多地跑”“折返跑”。目前，该区已与广

东、江苏、湖北、浙江、贵州 5 省的 11 个地区建

立“跨省通办”合作，实现 74 项事项“跨省通

办”。

去年，鹤城区累计办理各类政务服务“跨

域通办”业务 980 多件，平均材料精简率达

50.2% 、环 节 压 减 率 达 64% 、时 间 压 缩 率 达

68%，架起异地办事“便民桥”。前不久，国务院

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在《政务

公开工作交流》刊文，推介鹤城区以政务公开

标准化规范化助推“跨域通办”的经验做法。

韶山灌区工程管护条例实施
湖南日报3月 15日讯（全媒体记者 肖畅 通讯员 王希

台 刘芳）今天，记者从湘潭市举行的《湘潭市韶山灌区工程

管护条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我省首部针对单个灌

区的专门性立法，该条例已于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韶山灌区工程已运行 55 年，是我省灌溉面积最大、功

能最齐全、建设影响最广、文化底蕴最深、综合效益突出的

引水灌溉工程，以农业灌溉、防洪排涝为主，灌溉湘潭、娄

底、长沙 3 市 7 县（市、区）2500 平方公里范围 100 万亩农田，

兼具发电、工矿及城镇供水、养殖、丘陵开发、生态环保等功

能，为灌区内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近年来，韶山灌区在规划、建设、管理、保护、利用等方

面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灌区工程的重要地位需立法匹配、

综合功能需立法固化、现存问题需立法破解、传承创新需立

法保障，制定相关条例势在必行。

韶灌局负责人介绍，将从强化组织领导、广泛宣传动

员、夯实执法保障等方面发力，实现良法善治，真正把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岳阳国际旅游节开幕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全媒体记者 徐亚平 周磊）

今天，“天下洞庭”岳阳市君山区第九届良心堡油菜花节

暨 2022岳阳国际旅游节开幕，菊红、粉红、水红、桃红、紫

色、白色等七色组成的4万亩花海在暖阳下格外炫目，小

学生农耕研学体验、金色花海风光摄影、君山区旅游特

色农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让游客目不暇接。

记者了解到，2022 岳阳国际旅游节系列活动分

为花满洞庭、文化岳阳、激情山水、市场推介、湿地观

鸟 5 大主题，将组织 16 项重大文旅活动。其中，花满洞

庭板块包括 3 月油菜花节、8 月君山荷花节、11 月湿地

芦苇节；文化岳阳板块，包括 4 月在张谷英景区举办

皇家故宫牵手“民间故宫”高峰论坛、6 月上旬在屈子

文化园举办“汨罗江上竞风流”端午主题文化活动、10

月在岳阳楼景区举办“岳阳楼日”纪念活动、11 月在左

宗棠纪念园举办左宗棠诞辰 210 周年纪念活动；激情

山水板块，包括 3 月、7 月、9 月在洞庭湖小镇举办 2022

“天下洞庭”湿地音乐节，5 月在岳阳三荷机场、南湖广

场举办首届环洞庭湖空中观光旅游节暨爱飞客飞行

嘉年华，6 月在湖南岳阳楼·洞庭湖文化旅游度假区举

办南湖帆船邀请赛，10 月在君山区举办“跃（岳）马长

江”君山马拉松赛等。

湖南日报 3月 15日讯（全媒体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杨能广 陈钱）3 月 15 日，

新邵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公车事务部司

机李凯接到信息化公车管理平台发来的

公派短信后，立即与预约的县林业局工

作人员取得联系，确定出车任务。“公车

改革以来，我们出车实现了‘规范、高效、

节约、透明’。”李凯说。

新邵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岳得

福介绍，该县 2017 年启动公车改革，杜绝

“车轮上的腐败”。将参改单位公车全部

归集到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由公车事务

部统一调配使用。同时，建立信息化公车

管理平台、制定公车使用规章制度，实现

科学调派，确保公务出行安全高效。

为节约支出，新邵县严控交通费用

报销，实施定人、定车、定位、定油卡，杜

绝虚假出行、虚假报修等现象，控制油料

和维修费用。“自改革以来，中心所管公

车全年维修费、油料费逐年下降，其中油

料费从改革之初 160 万元左右下降到去

年不到 120 万元。”岳得福介绍，目前该县

公务交通支出节支 30％以上，远超上级

规定 7％的节支率。

湖南日报 3月 15日讯（全媒体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毛文涛）“一块‘信用村’

牌匾让村民享受诸多贷款实惠，解决了

他们发展香芋、香姜、百合等产业面临的

问题。”3 月 14 日，江永县上江圩镇夏湾村

党支部书记唐志红告诉记者，该村是江

永县农商行首个授牌的“信用村”，村民

可享受更高贷额、利率优惠、服务优先等

金融优惠政策。

今年，江永县选择特色优势产业集中、

信用环境良好、资金需求旺盛的乡村，开展

“信用镇、信用村、信用户”创建活动，为农

户提供纯信用贷款，缓解农户融资难。

夏湾村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耕地

2000 多亩，适宜种植水稻、香姜、香芋、百

合、罗汉果等；加上自然景观秀丽，古建

筑保留完整，还是女书文化发源地之一，

具备发展特色农业和旅游业的优势。

2018年回村创业的夏湾村村民唐转全

办起一个小微服装加工厂，为解决资金周

转问题，工厂时常向银行贷款，因信用良

好，被评为“守信代表”。“‘整村授信’为小

微企业和农户小微信贷提供了支撑，可有

效解决货款难、贷款贵问题。”唐转全说。

目前，江永县农商行接受夏湾村业

务咨询 40 余户，预授信 21 户，授信金额

300 余万元。

株洲开展游泳教育试点
湖南日报 3月 15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郑奕）3 月 13 日晚，株洲市天元区湘水湾

游泳馆，天台小学 56 名学生在教练指导下练习蛙

泳。今年以来，株洲市教育局开展中小学生游泳

教育试点，旨在中小学生中普及游泳安全知识和

游泳技能，从源头上遏制学生溺水事件发生。按

照计划，今明两年，该市各县市区各遴选 1 至 2 所

具备条件的中小学校进行试点。到 2024 年，因地

（校）制宜，全面启动中小学校游泳教育，实现“全

市中小学毕业生人人会安全游泳”目标。

双牌签约6个文旅康养项目
湖南日报 3月 15日讯（全媒体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袁程）3 月 13 日，双牌县泷泊镇枫木山村

油菜花金黄，双牌县旅游发展大会暨 2022年“漫泊

潇水 和美双牌”首届油菜花节开幕式在这里举

行。双牌潇湘古建筑园景区等 6个文旅康养项目现

场签约，总投资 9.6亿元。近年，双牌县推动全域旅

游快速发展，先后被评为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游

城市、全省第三批特色县域经济文化旅游产业重

点县等，跻身“中国最美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

湘乡78岁老公安拾金不昧
18700元现金物归原主

湖南日报 3月 15日讯（全媒体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辜晋 陈树理）78 岁的老党员许正南近日

在湘乡市中医医院看病时，捡到 18700 元现金及

证件，坐等失主 3 个小时未果，最终在民警帮助下

找到失主。失主易先生激动地连连道谢：“这是给

家人看病的‘救命钱’，谢谢您！”许正南是湘乡市

公安局退休民警，有 56 年党龄。

湖南日报 3月 15日讯（通讯员 王明

义 刘军）3 月 12 日，临澧县委巡察办一行

深入乡村，开展“情系春耕送温暖，助推

乡村振兴”活动。“感谢县纪委监委、县委

巡察办的督促，去年 20 万元粮食补助已

到位，今年 800 余亩农田早稻生产所需农

资全部备齐。”临澧县烽火乡种粮大户操

成波正带领合作社队员们，紧张有序地

忙春耕。

烽火乡是临澧种粮大乡，今年全乡早

稻生产面积 19800 亩，为全面落实早稻生

产面积，乡纪委立足监督职责，督促农业

农村、财政、水利等部门履职尽责，落实各

类惠农政策，确保备耕物资保障到位。

当地乡、村干部深入全乡 167 名种粮

大户家中，讲解中央一号文件主要精神，

增强种粮大户国家安全意识，询问春耕备

耕落实情况，帮助解决资金、技术、种子等

实际问题 18 件，激发了他们的种粮积极

性。乡财政所组织力量，对各项涉农补贴

资金发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检查。

据了解，临澧县纪委监委在春耕备

耕中立足职责，督促有关部门为农户储

备 15000 斤种子，流转 2700 多亩土地，帮

助 农 户 修 检 农 机 235 台 ，储 备 化 肥 3300

吨，积极稳定农资价格，让广大农户安心

投入到春耕生产中。

去年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市场主体数增幅全省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全省第二

已与5省 11个地区建立合作，实现74项事项“跨省通办”

规范公车管理，杜绝“车轮上的腐败”

新邵公务交通支出节支30％以上

江永农商行“整村授信”缓解贷款难

临澧巡察护航春耕生产

严查违规垂钓行为
3月 14日，资兴市东江湖白廊水域，渔政执法人员在处置一起违规垂钓行为。近年，资兴市全力落实“十年禁渔令”，维护重点

水域禁捕秩序，保护渔业资源生态平衡。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廖智慧 摄影报道

以江梦南为榜样 推进乡村振兴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刘勋惠 曹浩亮

从无声世界里突围的江梦南当选为“感动中国 2021 年

度人物”10 天后，在她家乡郴州的一个偏远山镇，还在持续

引发回响——3 月 13 日，安仁县金紫仙镇，当地干群 40 余人

汇聚一堂，座谈讨论如何学习江梦南的精神，汲取力量、建

设家乡。

当天下午 2 点，座谈会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安仁县委

副书记、县长黄力。他欣然受邀从 60 公里外的县城赶来参

会，“我很乐意面对面和乡亲们尤其是青年人交流，因为他

们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力量。”黄力说，“广大干部群众要

以江梦南为榜样，拼搏奋斗，报效家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金紫仙镇党委书记于小鹏感

触很深。他说，金紫仙镇是一个“好人文化”氛围浓厚的山区

乡镇，近年来相继涌现了“湖南好人”何检茂、莫小华，以及

“郴州好人”段华等，在榜样的引领下，全镇干事创业的劲头

越来越足，不少青年人返乡创业，闯出了一条乡村旅游的新

路子。今年，全镇有 60 多个产业项目在建。

围绕榜样带给自己的正能量，村干部、青年代表、脱贫

户代表等相继发言，话题渐渐拓宽，从奋力实现个人目标到

全心为村里谋发展，从努力搞好自家卫生到积极遵守村规

民约……大家都表示，要学典型、用典型，为乡村振兴铆足

干劲、开足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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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经营放心消费成气候益阳市

“跨域通办”经验获全国推介鹤城区

新闻集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