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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天心区发布“营商环境30条”

请企业代表上主席台就座
本报2月11日讯 “坐在主
席台上开会， 这还是第一次，以
前都是坐台下听领导讲。”今天，
在长沙市天心区召开的营商环
境优化暨项目建设推进大会中，
出现了特别的一幕，16家重点企
业负责人与区领导共同坐在了
主席台上，中广天择传媒公司总
经理傅 冠军 直 言万 分激 动 。会
上，长沙市天心区发布“营商环
境30条”。

企业代表主席台就座
傅冠军说，企业在天心区发
展壮大， 每一年在办证照时，都
能感受到工作人员的体贴服务，
这让他很受感动。据了解，这16家
企业分别来自金融、商贸、物流、
文创、地理信息、人力资源服务等
领域，体现了浓厚的天心特色。
“将企业家们请上主席台是
此前区委常委会集体决定的，为
的就是大力营造‘尊重企业家、
尊重创新创业者、 尊重纳税人’
的氛围。” 长沙市天心区委副书
记、区长黄滔说。

“营商环境30条”发布
在对能坐在主席台上感到

惊讶的同时， 爱尔眼科医院集
团公司湖南公司CEO张艳更为
天心区推出的“营商环境30条”
点赞。
在这30条干货中， 有减化
企业 开 办审 批流 程 的 政 策 ， 试
行“非关键性材料不全可受理”
的政务服务模式， 以及建立工
商 注 册“凡 有 先 例 皆 可 为 ” 制
度；有探索建立区域信贷“黑白
名单”制度，探索在园区成立中
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
等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打破政
府不敢与企业亲密接触的现状，
新政还把推动“亲清”政商关系
制度化，比如建立面向企业家的
政府政策咨询机制，不定期邀请
企业代表列席全区重大发展决
策会议。此外，将设立“请您来找
茬” 意见征询通道， 开通
“0731-85812345” 天心区企业
服务和招商引资热线以及
tx85812345@163.com 企 业 服
务邮箱，建立企业诉求“一站式”
收集、交办、反馈工作机制。
根据会议印发的《长沙市天
心区2019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
表》中，天心区将铺排重大项目
152个，预估总投资958亿元。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密

改革
省委改革办开展集体学习

聚焦高质量发展谋改革

本报2月11日 讯 省 委 改
革办创新方式， 以集体学习的
方式迎接首个工作日。
上午10时许， 省委改革办
全体干部齐聚一堂， 在简短的
互致新春祝福后， 大家立即深
入学习讨论 《中共湖南省委关
于树牢“四个意识”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进一步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的意见》和《中共湖南省
委关于大力提倡求真务实真抓

实干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意见》两个重要文件。
省委改革办负责同志表示，
新的一年里，省委改革办将聚焦
高质量发展、“三大攻坚战”、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放管服”改
革、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真抓实干、务实高效，
用改革的方法、创新的思维推动
改革，确保各项改革在湖南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记者 唐婷

规划
长沙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部署新年工作

不动产转移登记将缩至5个工作日
本报2月11日讯 作为长沙
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部门，长
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400
余名党员干部今天上午来到橘子
洲头，举行“
聚焦改革争先进，不
忘初心再出发”誓师大会。
誓师大会上， 长沙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陈晓阳
代表全体自然资源和规划人，
向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像敬献了
花篮。据他介绍，今年该局将重
点抓好 “四增两减”、“儿童友

好 ”、“最 多 跑 一 次 ”、“多 规 合
一”等政策和改革的落实落地。
目前长沙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初步方案已基本成型， 接下来
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预计年
内完成成果上报； 不动产登记
正按照“最多跑一次”要求，在
去年整体办理时限缩短80%以
上的基础上， 力争年内将不动
产转移登记由7个工作日缩短
至5个工作日。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暄 刘玉秋

2月11日，长沙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热情地为市民办理相关事宜。当天是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全
省各级政府部门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以饱满的热情为百姓办理各种事务。
记者 徐行 摄

反腐
严厉查处
以案谋私等行为
全省法院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2月11日讯 今天，
全省法院2019年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召开，
强调要刀刃向内， 严厉查处
法院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失
职渎职和审判执行人员以案
谋私等行为。
会议强调， 要深入开展
正风肃纪，着力破除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坚决
杜绝不作为、 慢作为现象，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省委九项规
定精神，深化群众身边腐败
和作风问题治理，让人民群
众真正感受到湖南法院的
新变化、新气象。
要严格执行随案发放廉
政监督卡制度，加强对审判
执行权力的监督管理，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机制建设。要持续深化司
法巡查，深入推进司法巡查
反馈问题整改，着力解决法
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重
拳惩治司法腐败，坚持把纪
律挺在前面，严厉查处法院
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失职渎
职和审判执行人员以案谋
私等行为，严厉打击法院干
警相互请托、 过问案件、充
当诉讼掮客等问题，彻底斩
断司法腐败的“利益链”，巩
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
■记者 何淼玲

产业

长沙经开区企业马力全开
蓝思科技进入招聘高峰
山河智能1.2亿元订单发车
山河智能100多台总价值1.2亿元的工程机械启程发往各
地；蓝思科技进入招工高峰期；三一长沙产业园各厂房的工人
们正抓紧检修设备、整装待发；开元仪器、国科微电子、索恩
格、精城特瓷、湘联节能等企业相继开工……2月11日，三湘都
市报走进长沙经开区，看到这里一片开工火热的景象。
■记者 胡锐

企业：
新春开工首日一片火热
“我们昨天就开工了。”2月
11日，蓝思科技 梨基地的林朝
夕正紧紧地盯着电脑显示屏，仔
细查看求职人员投来的简历信
息。 由于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蓝思科技是一直充当着本地就
业大户，不仅在湖南每个基地都
设有专门的招聘中心，还通过网
络聘、校园聘，以及各种各种定
期与不定期的招聘会等多种渠
道进行招工。 林朝夕就是 梨基
地的一名网络招聘人员，负责筛
选 互联 网 上投 来的 简 历 信 息 。
“企业一年四季都在招人， 一天
要看百来份简历。” 林朝夕说，他
们基地最多一天招过1000人，一
个月约招聘2万人。
当天，山河智能举行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发车仪式。现场，100
多台总价值1.2亿元的工程机械
被一辆辆大型卡车装载着一字
排开，蔚为壮观。
三一长沙产业园各厂房里，
工人们正在打扫卫生、 检修设
备、擦拭机床夹具；索恩格、精城
特瓷、湘联节能等一批企业加班
加点；开元仪器、国科微电子、耐

普泵业、牧泰莱等企业相继开工
……开工首日，整个长沙经开区
一片火热。

园区：
优化营商环境为头等大事
这天，长沙经开区也召开了
新年见面会；长沙县、长沙经开区
还举办了“
优化营商环境年”动员
会暨项目签约仪式，签约24个项
目投资总金额达到近300亿元。
另据长沙经开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 广汽三菱新项
目、索恩格二期等项目已进入落
地阶段， 蓝思科技黄花生产基
地、广汽三菱研发中心及零部件
产业园、 大陆集团中央电子工
厂、博世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
等重大项目已开工开建，中南源
品生物科技园、山河智能一期扩
建、美国智能视网膜、京东无人
车总部等项目有望年内建成投
产或运营。
“要把营商环境优化工作作
为新年头等大事来抓。” 在新年
见面会上，长沙经开区管委会主
任张庆红表示将全面落实减税
降费政策；纵深推进“放管服”改
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