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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6日讯 今天一早，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办税员杨艳霞来到株洲市石
峰区办税服务厅， 办理涉税业
务。原来至少需要2个小时才能
办完的业务， 今天只用了30分
钟。据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
局测算，自昨天全省市州级新税
务机构统一挂牌后，全省平均办

税时间提速30%以上。
6月15日、7月5日， 我省省

级税务局、 市州级税务局相继
挂牌成立， 全省税务系统全面
推进税收管理服务整合， 推进
实现涉税业务“一厅通办”、多
项业务“省内通办”等，办税效
率大幅提高。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皮恒 罗舜爱

本报7月6日讯 媒体融合
发展是当今中国媒体发展的主
题。今天，社区媒体融合发展暨
《金鹰报》转型创新研讨会在长
沙召开。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
视协主席胡占凡出席。

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潘
岗、 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沈卫
星等中央和地方知名媒体负责
人与业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研讨当今传媒生态环境下的社
区媒体融合发展之路。

本次研讨会由湖南日报
社、 中国广电报刊协会、《传
媒》杂志社主办，金鹰报刊社
承办，江苏赛银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协办。

2015年以来，《金鹰报》全
新改版，关注社区生活，打造银
发粉丝圈。同时，不断丰富、融
合新闻报道形态，以“金鹰云社

区”为中心，构建起了报纸———
新媒体（云端）———线下实体馆
和落地活动的运行闭环，连续3
年实现盈利递增。

与会专家认为，《金鹰报》
紧随时代趋势，定位准确，以小
见大， 是传统媒体成功转型的
范例。 社区媒体融合发展要注
重发挥媒体的记录功能， 建设
新型熟人社会，唤起街坊记忆；
发挥协同功能， 倡导新型美好
生活，鼓励老人参与社区治理；
发挥连接功能， 创造新型服务
模式，共享智慧未来；通过进一
步细分读者市场，增强服务性，
打造具有本土特色、 辨识度高
的社区媒体。

会上，《金鹰报》 与相关媒
体签订了媒体定制游战略合作
协议。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刘颖 覃梦娟 瞿魏娟

本报7月6日讯 据省气象
台预计， 未来一周主要降水过
程为：7日-8日雨区南压，湘南
局地暴雨；9日雨带北推， 雨势
减弱；10日-12日湘西局地有
阵性降雨发生， 其他地区多云
到晴天。

随着降雨的到来， 省内高
温天气得到明显缓解。昨天，全
省超过35℃以上高温县市为11
个，相比于前一天的66个，大幅
缩减55个。 预计6-8日受冷空
气影响， 高温有所缓解。9-15
日湖南高温再度发展， 届时最
高温将达38℃左右。 具体预报
如下：

7日白天： 娄底、 邵阳、衡
阳、永州、郴州及怀化中南部、
株洲南部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
阵雨，部分大雨，局地暴雨，湘

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阵
雨转多云， 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
或雷阵雨； 湘东南南风转北风
2-3级， 其他地区北风2-3级；最
高气温29℃-31℃ ， 最低气温
23℃-25℃。

7日晚到8日白天： 湘南阴天
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部分
大雨，其中湘东南局地暴雨，其他
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8日晚到9日白天： 阴天有阵
雨或雷阵雨，其中湘中局地中雨。

专家提醒， 近期注意防范湘
西、 湘中局部地区降雨可能诱发
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
塌、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
涝，以及局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
雨等强对流天气。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通讯员 谭萍

7月5日以来， 我省迎来一
次较强降雨过程。 全省上下积
极应对， 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
失。截至6日12时统计，本轮强
降雨已造成湘西自治州、 张家
界市4县50个乡镇6.81万人受
灾，紧急转移1453人，倒塌房屋
72间，农作物受灾面积3.45千公
顷，直接经济损失0.8亿元。暂无
人员伤亡，无重大险情报告。

监测显示，7月5日8时至6
日14时， 全省平均降雨16.7毫
米， 最大为张家界市57.6毫米，
其次为湘西自治州49.6毫米、岳
阳市25.87毫米。 强降雨主要集
中在湘西、张家界、怀化北部、
岳阳东部， 点最大降雨为湘西
自治州花垣县排吾乡小排吾站
198.0毫米。

目前， 四水干流和洞庭湖

水情平稳。6日13时， 湘水湘潭站
水位30.73米、 低于警戒水位7.27
米， 资水桃江站水位33.14米、低
于警戒水位6.06米。

受强降雨影响， 湘西北部分
中小河流水位涨幅较大， 其中沅
水一级支流酉水石堤（二）站发生
超警戒水位洪水，6日15时水位
80.71米，超警0.78米。6日，省防指
发出洪水调度令，要求凤滩水库6
日11时起开闸泄洪， 按流量不小
于2200立方米每秒（含发电量）控
制运行。

自省防指7月5日22时起启动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后，张家界、怀
化、湘西、益阳等市州防指同日相
继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积极
应对当前防汛抗灾形势。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通讯员 杨粲

本报7月6日讯 长沙南部
片区位于“长沙南进，株洲、湘
潭北上”的交会地，是长沙着力
打造的“六大片区”之一。长沙
南部片区如何更好地规划定
位？ 今天， 长沙市政府举行南
部片区概念规划评审会，对3家
规划单位提交的规划方案进行
专家评审。

为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
对于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工作
部署， 长沙积极对接引领三市
融合发展， 部署了长株潭融城
核心区南部片区的规划建设工
作，并于今年5月初开展南部片
区概念规划国际招标工作，北
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
计研究院、 德国欧博迈亚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三家单位入围，
并于6月初组织召开了中期成
果汇报会。

经过前期两个月的紧张推
进，目前，入围的3家规划单位
已按要求提交了规划成果。 今

天的评审会上，3家规划单位纷
纷亮出了自己的好创意。 经专
家评选，推选出了优胜方案，这
份方案提出的“城垸共生、蓝绿
交融、绿色宜居”的规划理念和
功能有序、城乡融合、疏朗有致
的空间布局模式， 获得了与会
评审专家一致认可。

据介绍， 下一步， 设计单
位将在长沙南部片区建设工作
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城乡
规划局的组织下， 充分听取各
有关单位的意见、建议，进一步
综合、深化各方案亮点和优点，
形成南部片区概念规划最终成
果， 指导相关专项规划和控制
性详细规划编制。与此同时，长
沙南部片区的总体规划纲要和
产业发展规划也正在同步编制
中，预计今年7月底会形成初步
成果， 众所瞩目的长沙南部片
区规划建设蓝图， 正在一步一
步变得清晰。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李育池

实习生 庞明钰 李红

长沙南部片区概念规划方案亮相
3个方案PK， 推选出优胜方案：突出“城垸共生、蓝绿交融、绿色宜居”

长沙南部片区规划范围为：绕城高速以南、西至湘江、南面及
东面至天心、雨花行政边界（含解放垸全部范围约17.8平方公里），
总用地面积约294平方公里。

本次规划将突出“生态优先、以人为本、智慧发展、弹性适应”
的原则，促进南部片区生态、智慧、品质发展。根据工作安排，7月上
旬完成南部片区概念规划方案比选，8月上旬完成概念规划的整合
和优化，形成规划成果。

链接 长沙南部片区

专家齐聚长沙，论道媒体融合创新

新机构挂牌，办税提速30%以上

今起三天雨区南压，高温有所缓解
专家提醒，近期注意防范湘西、湘中局地山洪

链接 张家界、怀化等地
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7月6日，已基本建成的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青砖碧瓦的古镇画卷扑面而来。该旅游度假
区包括古街古镇、7个博物馆群、铜官阁、演艺中心、沿江商业街、生活配套区、酒店、游客服务中心等设施，计划8
月28日开园迎客。 记者 李健 摄

一张身份证
办所有事
宁乡市开先河

本报7月6日讯 群众
提供身份证号码， 系统便
可自动在数据库调取相关
证明， 实现凭一张身份证
办理所有事项。在宁乡，这
一便捷即将成为现实。今
天，宁乡市率全省市（县）
之先，编制推出首批《宁乡
市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为
打通部门间信息壁垒，实
现“一证办事”提供规范化
标准。

据了解， 该目录涉及
39家市直单位的997种信
息资源，共计16571个信息
项的资源梳理， 基本覆盖
了企业和群众到政府部门
办事的所有行政审批和服
务事项。

目前， 宁乡市大数据
共享平台实现了与长沙市
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互联
互通，通过大数据交换平台
获取的真实人口信息数据
达17万多条、房地产权数据
10万多条，这些数据已经应
用到了政务服务中。

“宁乡市的这份《目
录》有足够的含金量，有了
它， 地方政府开展数据共
享开放和业务协同就有了
规范的标准、清晰的脉络，
其他市（县）就有了样本可
以借鉴。” 负责组织全省
“互联网+政务服务” 体系
的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邓仕军这样评价。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姜润辉

实习生刘颖覃梦娟瞿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