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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益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的企

业登记注册便利化、深化“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和信用监管、落实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等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明显，今

年 6 月获得国务院 2021 年真抓实干督查

激励。

“这既是一个地方确保发展稳中向

好的基石，也是营商环境‘优’无止境的

新起点。”益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朱崇文说，今年，该局在优化营

商环境上持续发力，致力让广大市场主

体感受到办事提速度、执法升温度、监管

加力度，推动“益阳号”巨轮在经济大潮

中破浪前行、行稳致远。

【提速度】
全程网办率全省第二，事项

办结时限压缩至法定办结时限的
29.18%

田自然前不久新开办了南县小川贵

食品有限公司，为尽快投入生产，特地请

教同行前辈。前辈告诉他：“首先得办下

食品生产许可证，才能印制产品包装。

这个证，没有十天半个月办不下来，而且

还得跑到益阳去办。”

但田自然从益阳市市场监管局官网

上了解到，去年 9 月份开始，该局对食品

生产、食品经营、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

充装许可陆续推行全程网办。10 月 12

日，他试着网上申请了食品生产许可证

核发，仅 6 个工作日就办下来了，比法定

办结时限 10 个工作日快了 4 天。行政审

批窗口工作人员还第一时间主动联系

他，告知可免费邮寄许可证。田自然“零

跑动、零见面、零费用”，就收到了许可

证：“市监部门办事效率真是越来越高，

股务也越来越周到了！”

益阳市市场监管局为让市场主体准

入准营更便利，多点发力——

持续优化企业开办“五办五零”益阳

审批模式，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4 小时

内。全面提升“一网通办”效能，全程网

办率 89.61%，居全省第二。全程电子化

审核通过率全省第一。

市本级 11 大项行政许可、19 项公共

服务、2 项行政确认等 158 项依申请类事

项全部录入省政府政务一体化平台，进

驻政务服务大厅。行政审批“三集中、三

到位”改革在全省市场监管系统为改革

早、进驻事项多的市州之一。

通过减流程等措施，市本级所有政

务服务事项由法定时限累计 2916 天压

缩至承诺时限 851 天，为法定办结时限

的 29.18%。

“截至 10 月份，我们共办理各类行

政 审 批 业 务 2298 件 ，无 一 件 投 诉 或 复

议，办件评价满意率 100%。我们还收到

企业赠送锦旗 5 面，感谢信 4 封。”益阳市

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改革科科长谭志钦

言语中满是自豪。

【升温度】
“四张清单”实施近一年，不

予处罚 47件，不予立案 403件

益阳市一工业园区某建材企业因公

司网页涉嫌违反广告法有关规定被举

报。益阳市市场监管局根据天津滨海高

新区市场监管局《案件移送函》，对该公

司授权委托人以及该公司网站开发、设

计方负责人询问调查，既核实了其在公

司官网发布违法广告的经过及事实，也

查清了该公司确实拥有专利权，并未侵

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事实。

“鉴于你公司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

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根据相关规

定，不予行政处罚。”当企业负责人收到

这一决定，对益阳市监部门的柔性执法

心存感激：“如果不是他们及时指导，帮

助我们改正错误，只怕我们要惹上官司，

还要被罚款近 10 万元。”

针对一些企业因设立时间短、法律

意识不强和合规经营能力偏弱等原因，

容 易 触 碰 市 场 监 管 红 线 的 问 题 ，2021

年，益阳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司法局，制

定发布《益阳市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

行为不予处罚清单》，对涉及市场监管领

域的 20 项轻微违法行为作出免罚规定，

主要涉及企业登记与备案管理、广告管

理、电子商务管理、认证认可管理、价格

监督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等 9 个领域。

今年，该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涉企

柔性执法“四张清单”，即《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事项清单》《从轻处罚事项清

单》《减轻处罚事项清单》《不予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事项清单》，让“执法有温度”落

到实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截 至 目 前 ，益 阳 市 市 监 部 门 共 对

612 家企业的轻微违法行为柔性监管，

通过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

不予处罚 47 件，不予立案 403 件，营造了

更加宽松的经营发展环境。

【加力度】
目前全省唯一实现部门和事

项全覆盖的市州，涉企执法检查
同比减少 50%以上

近日，益阳天晟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迎来一个联合检查组，组员来自市场监

管、住建、应急、发改等 4 个部门。

“以前这些检查事项是一个部门一

个部门来查，光迎接检查就要占用不少

时间和精力。现在组团检查、联合监管，

进一次门、办多项事，大大减轻了我们企

业的负担。”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肖平感

慨。

针对此前企业反映强烈的多层执

法、重复检查、督查不断等问题，今年，益

阳市市场监管局坚持刀刃向内、刮骨疗

毒，成立以局长担任组长的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市局优化办，出台

《优化营商环境严格规范执法检查督查

工作方案》，要求严格控制、切实规范检

查督查，实行“先审批后实施”制度。

“除法律法规规定和部门事权层级

分工明确由市局本级实施外，其余抽查

监管事项全部下派区县（市）局落实执

行。市委市政府和省市场监管局决策部

署的专项整治或者专项督查，一律由牵

头科室对标制定检查督查方案，经分管

局领导初核后报市局优化办统筹确定，

最终由局长批准实施，促使应当合并的

检查督查一律合并，非必要的检查督查

一律不得开展，所有抽查结果信息和行

政处罚案件信息全量归集录入，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益阳市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管科科长阳武

解读。

这样带来的直接好处是，自方案实

施以来，涉企执法检查同比减少 50%以

上，公差外出同比减少 2/3 以上。

“我们不仅要求内合，还全方位推进

外联。”阳武介绍，益阳市全面推行市场

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全覆盖常态化，市级联合抽查参与部

门 由 20 个 增 加 至 36 个 ，县（区 、市）由

140 个增加至 211 个，随机抽查事项达到

398 项，联合抽查事项达到 125 项，全面

完成省级抽查平台部门新增、事项公示

和分级管理授权，所有部门所有执法监

管事项全部通过省级抽查平台实施联合

抽查，是目前全省唯一实现部门和事项

全覆盖的市州。

因此，在益阳，跨部门、跨层级、跨区

域、跨行业联合抽查协同监管综合执法

成为常态。除涉质量安全、公共利益等

重点行业领域外，随机抽查比例严格控

制在 5%以内。对信用等级 A 类经营者

实行“五年内最多检查一次”，对诚信经

营者“无事不扰、无需不扰”。

监管执法行为是否规范，机关纪委

强力监督。益阳市市场监管局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陈俐介绍，今

年来，该局先后修订印发了《益阳市市场

监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纪检监察衔接

工作制度》《益阳市市场监管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等制度文

件，严格规范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

严格实施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并对

执法案卷开展评查，累计评查执法案卷

188 件，组织对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长

江禁捕等执法专项督查，提出整改要求

40 余条，督促问题整改 60 余个。“今年

来，我局所办案件无一例败诉、无一例撤

销。”陈俐说。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益阳成为市场

主体成长“沃土”：一批市场主体“向下扎

根”。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净增市场主体

41342 户，实有市场主体 38.6 万户，每万

常住人口市场主体数居全省第三；一批

市场主体“向上生长”。全市目前共有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5 家，省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26 家，A 股上

市企业 7 家。3 家企业入选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31 家企业入选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总数位列全省第二。

继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工作获国务院 2021年真抓实干督查激励后，益阳市持
续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发力，办事提速度、执法升温度、监管加力度——

优化营商环境 益阳行之有“度”

落实市委市政府“走流程、解难题、优服务”行动现场。

张丹琳 摄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涛

11 月 13 日上午，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政

府会议室。一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座谈会空前热烈，与会者是武陵源区旅游

相关主管部门和企业代表。他们交流学习

体会，分享成功经验，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

引下，一起描绘未来美好蓝图。

这场座谈会由武陵源区委宣传部、区

文旅局组织，景区景点、民宿、演艺、文旅产

品等涉旅企业代表参加了当天会议。大家

早早来到会场，掏出笔和记录本，上面写着

满满的字，显然早有准备。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袁谋慧首先带领大

家学习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章节，重

点谈到了文旅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这为我们未来旅游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

要学深学透，不遗余力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发展。”

《魅力湘西》于 2000 年面世，是国内首

批文旅演艺节目，深受观众喜爱，还登上过

春晚舞台，并多次出国表演。《魅力湘西》艺

术团团长田彪分享了这档演艺节目的成长

经验，“我们初心就想打造一场传承大湘西

文化的大戏，20 多年来，从没停止过对张家

界、大湘西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

文化的挖掘，不断为节目赋予文化内涵，提

质升级。”他透露，2019 年那次改版，用了一

年时间对大湘西地区的文化进行了走访、

挖掘、整理、加工，升级节目。“没有文化内

涵就没有《魅力湘西》，党的二十大报告让

我们更坚定了节目的发展方向。”

武陵源区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邓道理

告诉记者：“《魅力湘西》对武陵源旅游发展

意义重大，以前只有自然风光，它丰富了旅

游业态，改变了旅游格局，还为张家界旅游

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之后，《天门狐仙》《烟

雨张家界》等文旅演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梓山漫居民宿负责人聂吉鸿也深有体

会，“很多客人会问去哪里可以了解张家界

的文化，我们就推荐《魅力湘西》《天门狐

仙》等节目，客人看完后都说好，因为这在

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聂吉鸿说，“我们做

民宿，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而特色就是通

过文化赋能打造的。”梓山漫居在设计中融

入大量张家界文化元素，如设置土家织锦

西兰卡普展示区、用西兰卡普装饰天花板，

“客人们非常喜欢。”

张家界乖幺妹土家织锦开发有限公司

代 表 张 甜 甜 则 尝 到 了 旅 游 反 哺 文 化 的 甜

头，“在疫情前，我们的产品一半是被游客

买走的。”公司的目标不仅仅是把产品卖出

去，“不是你把东西摆上货架就有文化了，

我们开设了非遗科普小课堂，告诉客人不

同的针法、颜色、图案代表什么意思，把背

后的故事告诉大家。”这样的用心得到了回

报，他们的产品走上了法国巴黎、意大利米

兰等世界时尚之都的 T 台，受到全世界瞩

目。“未来我们会在产品研发和设计中不断

注入文化元素。”

其他代表也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未来

规划，栖漫·悦林谷民宿在以“不辜负旅游美

好时光”为主题的一期后，将打造以当地农

耕文化为主题的第二期；心悟山居则主打中

国传统书法、绘画文化；黄龙洞的国际乡村

音乐节让独特美景更有国际范儿；宝峰湖则

通过山歌让山水有了美妙的回响……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白天看山头，晚上

抱枕头的张家界了，现在晚上有很多可看

的！”武陵源区文旅局局长向延初感叹文化

赋能改变了张家界旅游。但他提醒大家不

能放慢脚步，“出去走一走，发现很多地方

比我们做得好，超越了我们。旅游不融合文

化就没有灵魂，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指

明了方向，我们不缺文化、不缺历史，未来

我们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实现打造

世界旅游目的地的目标。”

我省新增5家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今年认定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总数达40家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全媒体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曾学文）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 2022 年度认定的 65 家国家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名单，我省 5 家企业获得认定，认定数量居全国各

省份第一位。至此，我省获认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达 40

家，总数居全国第 7 位、较去年排名前进 1 位。

5家新认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是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

司、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桥起重是我国最大有色铝冶炼智能起重装备和高端物料

搬运智能装备系统集成商，近 3年研发投入强度超过 7%，核心产

品“铝电解多功能机组”获评为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长高电

新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 3个，“特高压交流输电关键技术、成套设

备及工程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高压隔离开关产品在

国家电网市场占有率多年稳居行业第一。

长沙有色院在绿色关键工艺系统集成应用方面建造了一

大批精品工程，服务的 10 余家企业被列入国家绿色示范矿山

或工厂，绿色矿山和清洁冶炼技术输出至“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泰格林纸的“意大利杨 APMP 新工艺制浆及其应用”是我

国速生丰产林高得率制浆技术样板，为推动速生丰产林基地

建设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代新材近 3 年研发投入近 20 亿元，依托全球 5 大研发中

心，取得“复兴号高铁用长寿命、轻量化、阻尼材料关键技术”等多

项创新成果，产品应用于轨道交通、汽车、风电叶片、新型材料及

特种装备等领域并出口美国、欧盟、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湖南12个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全媒体记者 张航）农业农村部近日

公布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湖南12个村榜上有名。

这 12 个村为：醴陵市枫林镇隆兴坳村、隆回县岩口镇向家

村、宁乡市大成桥镇永盛村、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清溪村、华容县

禹山镇南竹村、新化县奉家镇下团村、临澧县修梅镇高桥村、浏阳

市古港镇梅田湖村、湘潭县乌石镇乌石峰村、郴州市苏仙区栖凤

渡镇瓦灶村、宁远县湾井镇下灌村、衡阳市石鼓区角山镇旭东村。

农业农村部于今年 6 月开展 2022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

介活动。经各省遴选推荐、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北京市门头

沟区妙峰山镇炭厂村等 255 个乡村成功入选 2022 年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其中 84 个同时为农家乐特色村。

张家界武陵源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共话文旅融合发展

为绝版山水注入文化灵魂
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

■记者手记

一语点醒文旅人

刘涛

武陵源区文旅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座谈会热烈得超乎预料，因为参会人员热

情高涨，原定 1 个小时的座谈会，开了近 2 个小

时，大家还意犹未尽。

相关负责人领学后，参会人员纷纷结合自

己的实际情况，谈自己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心得体会。有人推开准备好的发言稿说出了心

底的话，有人拿笔记下他人的“金玉良言”。

纵观整场座谈会，其实所有参会企业都在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有的坚定以文化立足，有

的 尝 试 着 用 文 化 赋 能 ，有 的 也 有 过 犹 豫 和 怀

疑。经过这场学习与交流，似乎所有人都被“点

醒”了。心悟山居负责人吴国生听说是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关于文旅融合发展的内容，欣然

前往，“党的二十大报告里关于旅游的内容虽

然不多，但非常精到，值得我们好好琢磨 、实

践。”黄龙洞此前推出了许多游客喜爱的文化

活动，但这几年受疫情影响有所压缩，在座谈

会上，公司代表郑榕说：“接下来，我们将不断

加大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力度。”

三年来，文旅行业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行

业之一，但今天结束学习后，记者在他们脸上

看到的都是信心和干劲。

11月 13日，张家界武陵源区文旅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座谈会在该区政府举行，各方代表认真学习，积

极交流。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摄

湘企“新亚胜”助力2022印尼G20峰会
为多个主题活动提供近500平方米LED显示屏及一体化解决方案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全媒体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龙金

娟）11月15日至16日，正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G20峰会）上，湖南企业新亚胜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凭借众多国际盛会经验、过硬的产品品质及服务，为多个

主题活动提供近500平方米LED显示屏及一体化解决方案。

新亚胜光电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是“湖南省

绿色工厂”企业，公司产品最高可节能 60%。其王牌产品 MG 系

列，凭借众多国际盛会经验及 30 余项技术专利，服务北京冬奥

会、迪拜世博会、日本 G20 峰会、巴西世界杯等重大活动，在国

际会议、体育赛事、舞美演艺等领域获得客户广泛认可。

在印尼 G20 峰会上，其产品广泛应用到数字创新网络颁

奖、中央银行服务节、金融科技讲座等众多会场。MG 系列经过

多次技术革新，在结构技术、灯珠技术、工艺设计及可靠性上

的应用已愈发成熟，在“一屏通用 一屏百变”的独特性能上，

承重能力提升至 4.6 吨，灯珠推力提升 100%，对比度提升至

10000∶1，完全满足重大活动场景画面呈现、观看体验、录影摄

制的高标准需求。同时，MG 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可实现长时间

稳定运行，彰显中国显示科技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