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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记者 高晓燕
通讯员/单丹 叶园

【政策干货】自今年 5 月 20 日起，原产地证
书申请人或代理人可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https://www.singlewindow.cn）或“ 互 联 网 ＋ 海
关”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http://online.customs.
gov.cn），自行打印海关审核通过的 15 种版式化
原产地证书。

【政策依据】《海关总署关于全面推广原产地
证书自助打印的公告》（2019年第77号公告）

【案例】5月 20日，新政实施第一天，株洲海
关即为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注
3份轨道减震器原产地证书。该公司主要从事高
分子减振降噪产品、高分子复合改性材料和特
种涂料及新型绝缘材料三大系列产品的研制开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针对我市出口企业较多的现状，株洲海关
多渠道开展宣传培训、加强实际操作指导、并在
报关大厅设置关务自助区并免费提供电脑及彩
色打印机和网络，大大方便了企业随时直接自
助办理产地证业务。

详情可咨询株洲海关电话 28899969。
需提供帮助的企业可拨打 22212345企业

服务专线；惠企政策未落实可拨打 22912345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专线投诉。

时代新材签注3份轨道减震器原产地证书

推进政策落地
优化营商环境 真情温暖企业

8 月 12 日，在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内，两名师傅正在一台电机部件上用热作业。连日高
温，使得生产车间内温度接近 35℃，一些用热、用火作
业岗位的环境温度更是达到 40℃。据了解，该企业每
天有近 2000 名员工在这种炙热的岗位上奋斗。

株洲日报记者 谭清云 通讯员 夏伟雄 摄

炙热车间战高温

株洲日报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刘旺 何艺权

8月 8日，立秋，渌口区龙船镇枫仙村百益嘉
农林综合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百益嘉”）的大棚
里，20多名贫困户在给树苗松土、除草、浇水。尽
管大棚里很闷热，但大伙干劲十足。

“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男的 80元/日，女的
70元/日。我们还可以照顾老人、小孩，比在外面
打工强多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李建新说。

“百益嘉”是龙船镇 3家委托扶贫企业之一。
该公司成立 5年来，常年安排当地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就业。2018年，公司与枫仙村、王十万村、
金华村等6个村56户村民签订帮扶协议，承诺两
年内，分 3次给予这 56户 106名建档立卡贫困对

象每人1000元的产业分红。
“5 月份，我家 4 口人拿到 1600 元分红。”村

民文兵说。儿子患恶性肿瘤，一家人因病致贫。
根据他的情况，公司吸纳其到基地打工，每月可
以拿到 3100元工资。

在枫仙村种苗基地里，辣椒、丝瓜等近品质
优良的果蔬种苗长势旺盛。“要栽的自己来扯就
是，随时供应，数量不限，分文不取。公司对我们
帮助非常大。”建档立卡贫困户文迎春说。今年
来，“百益嘉”已为贫困户免费提供果蔬苗 24629
株，市值 17700多元。

“我们承诺，渌口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凭
有效证件即可上门免费领取果蔬种苗。”该公司
负责人肖菊英介绍，“百益嘉”育有珍惜名贵树
种树苗 300亩，年产苗木 500万株。

就业扶贫车间

株洲日报记者 王军
通讯员/吉惠质

株洲日报讯 大汛之后有大旱。8月 12日，市
水文局发布干旱预测信息：7月 15日以来，全市累
计平均降雨量仅为 57.8毫米，其中株洲站连续无
有效降雨（日降雨量小于5毫米）日数达28天，各
地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

据了解，7月 15日开始，全市大部分地区维持
晴热少雨天气，累计降雨量较历年同期均值偏少
46.5%，日平均面上蒸发能力达4.2毫米。

以株洲站为例，7 月 15 日至 8 月 11 日，平均
水面蒸发量 4.7毫米，平均降水量为 9毫米，蒸发
与降水比值为 0.5。根据夏季蒸发与降水比值，
0.8～1.0 为轻旱，1.0～1.2 为中旱，1.2～1.4 为重旱，
大于 1.4为特旱。

“根据连续无雨日、蒸发与降水比值、降雨
量距平百分率、土壤相对湿度、土壤含水量、河
道来水量距平百分率等指标综合分析，市区和
醴陵市达到中旱，渌口区、攸县、茶陵出现轻
旱。”市水文局工作人员表示，随着晴热高温天
气持续，干旱有可能进一步蔓延。

28天无有效降雨 我市多地出现旱情

开社会资本参与公益项目建设先河
2004 年，全国第一座法人招标的大型水利工程（洮水水库）开工

株洲日报记者 王军 通讯员/陈立志 刘小花

“大旱三六九、小旱
年年有。”长期以来，丰水
茶陵避不开“晴时干旱雨
时涝”，在洣水河上建库
蓄水控洪，成为几代茶陵
人的追求。

2003 年，国家批复
洮水水库建设项目，除
国、省、市配套资金，茶陵
县需筹措资金 2亿元左
右。这对于当年全县财政
收入仅一个多亿的贫困
县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
数字。

受北京奥运场馆建
设成功运用项目法人招
投标的启发，茶陵县大胆
提出对洮水水库实行项
目法人招标，改过去的单
一投入为国家、民间多渠

道投入，破解这一“瓶颈”。
经过 6 年奋战，跨度 313.3

米、高102.5米的大坝，气势宏伟
地屹立在沔水上游。这是我省历
史上第一个以创新投资模式带动
大型公益设施建设的项目，在中
国大型公益设施法人招标发展过
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早在清末民初，就有不少仁人
志士提出在洣水河建库蓄水控洪。
新中国成立后，历届茶陵县委、县
政府都在为建设洮水水库奔走。因
为资金问题，项目屡次搁浅。

2003年，该项目正式通过国家
立项，但巨额投资这个棘手的问题
仍然摆在眼前。

2004年，国家启动了水利建设
投融资体制改革，鼓励通过市场化运
作吸纳民间资金、解决公益基础设施
建设资金短缺问题。茶陵县率先提出
了公益水利建设项目法人招标模式，
着力引入民营资本，发挥市场作用。

经过考察，茶陵县最终委托具
有奥运场馆法人招标经验的北京
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代理
单位，着手招标文件的编制和审
查，经过四次评审，最后形成了四
卷招标文件。

但洮水水库属于高投入、低回
报的公益项目，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并不强。为此，该县提出“1+3”的捆
绑式开发模式，即将洮水水库与二
级电站开发、县城供水、旅游开发

三个项目捆绑开发，以达到吸引投
资实现“共赢”的目的。

根据测算，洮水水库的效益主
要集中在发电上，每年的发电收入
为 4500 万元。最终，由广州市华州
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新裕集团公
司、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组

成的联合体成为中标人，取得洮水
水库为期 50年的开发经营权。

政 府 并 未 撒 手 不 管 ，而 是 从
“大包大揽”转变为“服务者”“监
督者”——对大型水利项目建设的
移民工作和项目审批工作，提供全
方位服务；

狮子咬住猎物，决不会松口，即
使不能全部吞掉，也要扯下一大块
肉。抓产业项目也是如此，要拥有狮
子捕猎的劲头，一旦认准目标，就扭
住不放。

今年以来，我市产业布局不断
更新。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
到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经济下行
压力。有些领导干部抓产业项目建
设，不知所以、左顾右盼、东一榔头
西 一 棒 子 ，工 作 看 起 来“ 白 加 黑 ”

“5+2”，但 项 目 落 不 了 地 、开 不 了
工 、见不到成效；有些领导干部以

“差不多”的标准、“过得去”的作风，
玩假的空的虚的，不干真的盼的实
的。这样是抓不好产业项目的。

“ 以 产 业 比 实 力 ，以 项 目 论 英
雄。”这是对干部的考验。招商引资
难，招产业项目更难，项目从签约、
落地到开工、见成效，不是三言两语、
轻描淡写就能成功的。有些项目推进
慢、见效慢，其中有要素保障不力、协
调没到位等问题，这反映出干部作风
出了问题，落实上出了偏差，归根到
底，这源自定力不足、意志不坚。

“老守一井，力求及泉”。抓项目
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变“不可能”为

“可能”。世上原本没有不可能的事，
没有努力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不
能轻言放弃。“定而后能静，静而后
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要
咬“准”项目，从 18 个产业链规划成

果中发现目标；咬“大”项目，争取一
批重大产业项目；咬“新”项目，抢抓
新生产力布局的机遇，下好先手棋、
抢占制高点。扑下身子、真抓实干、
马上就办，坚持做一件成一件，不断
积小胜为大胜；坚持尊商、亲商、敬
商，多些“一对一”，“量身定制”的个性
化服务，多些换位思考，把企业愿不愿
来、敢不敢来、赚不赚钱、安不安心等
问题想清楚，让服务更好、环境更优，
精准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最烦”“最
痛”“最怕”“最盼”的问题。孤注一掷
之后，再坚固的堡垒都能攻破。

抓项目要有盯着盯着再盯着的
劲头。行百里者半九十，前途曲折，
希望渺茫，有的人颓然放弃，有的人

继续坚持，于是，差距就产生了。上
边松一寸，下边松一尺，抓项目要坚
持领导带头，领导冲在前、干在前，
不搞形式、不耍官僚，既交任务又教
方法。走进企业、走进项目一线，哪
里有困难、哪里有问题、哪里有矛盾，
就盯住哪里，及时协调解决问题、推
动工作，确保进度计划往前赶，确保
每月都有项目落地、开工和竣工。

“不以事艰而不为，不以任重而畏
惧。”项目建设这场攻坚战，时间紧、任
务重、要求高，务必振作精神、奋发有
为，以赶的意识、超的魄力、争的劲头、
拼的勇气，以志在必得的意志、坚韧不
拔的毅力，用项目建设实实在在的成
效来彰显忠诚、能力和作风。

株洲日报记者 胡文洁

株洲日报讯 8月 13日，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毛腾飞接待信
访群众，现场协调解决 2 起信访案
件，并主持召开化解信访突出问题座
谈会。他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信访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着力解决信
访突出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
工作，全力确保株洲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献礼。

“要始终把群众的揪心事、烦心
事当成自己的事。”这是毛腾飞自去
年 4月以来第 3次专门接访或下访信
访人。此次接访中，原轴承厂部分职
工希望了解企业破产的有关情况，并
希望政府支持修缮年久失修的房屋
等问题。毛腾飞仔细听取大家的诉
求，推心置腹交流谈心，逐一了解事
项细节，与信访群众进行了比较充分
的沟通，并要求云龙示范区带着感情
和责任帮助将相关家属区纳入老旧

小区改造范围加快改造。同时，要求
相关部门与信访人进一步加强沟通，
更好地回应群众关切。信访人对接访
表示满意。

荷塘区新荷社区八角亭片区居
民反映，因小区电力设施老化、居民
用电量猛增等原因，夏天片区电压极
不稳定，空调、冰箱等家电无法使用，
问题反映多年却得不到解决。“二老
辛苦了，你们反映的问题一定想方设
法尽快解决。”一见到两位年过七旬
的信访人，毛腾飞直言此事令他深受
触动。原来，接访前得知此事后，毛腾
飞已要求相关部门迅速介入，预计近
日即可完成电力设施改造，为居民提
供稳定安全的电力供应。接访中，毛
腾飞详细了解信访人其他诉求，并一
一提出解决方案。信访人难掩激动，
眼含热泪连声称谢。毛腾飞动情地
说，此事虽然即将解决，但背后反映
出了很多问题，为什么一些问题群众
反映多年却得不到解决？非要等到领
导干部来接访了才能解决呢？事实证

明，我们只有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
工作，真正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
才能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干群关系。全
市上下要举一反三，将解决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与即将开展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切实
把一桩桩、一件件人民群众所需所盼所
急的揪心事烦心事尽快解决好。

随后，毛腾飞主持召开化解信访
突出问题座谈会，听取全市信访工作
情况汇报，并与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
一道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部署下阶段
信访工作。

毛腾飞充分肯定全市信访工作
成绩。他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市上下要切实增强做好信访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快化解各
类信访矛盾，更好地顺应民心、凝聚
民心，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推
动新时代株洲高质量发展。

毛腾飞强调，要分类解决信访突
出问题。要做好基础工作，用好各行
业领域信访突出问题分类调研成果，

分门别类列出问题清单，理清问题成
因、信访诉求，迅速制定问题解决方
案。要健全责任体系，明确“管行业必
须管信访”，严格落实“一个问题、一
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
底”的要求，做到任务再明确、责任再
压实，确保各类信访问题事事有人管、
件件有着落。要切实担当作为，一些信
访问题久拖不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怕担当、怕得罪人，在其位就必须履
其责，该得罪的人就不要怕得罪，始终
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信访工作。

毛腾飞强调，要与时俱进做好信访
工作，深刻分析研判信访工作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进一步完善机制、夯实
责任、提供保障、建强队伍，努力在创
新信访体制机制、密切党和群众鱼水
关系等方面探索新路子，扎实推进市
域社会治理创新示范市建设，确保株
洲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进一步关心
关怀信访干部，全力支持信访工作。

市领导杨玉芳、李晓葵参加接访
或座谈。

毛腾飞接访信访群众并主持召开化解信访突出问题座谈会

要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好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

以志在必得的意志抓项目
——强化“一活动一行动”推进产业项目建设系列评论之二

朱理平

株洲日报记者 邓伟勇

株洲日报讯 8月 12日至 13日，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杨维刚率调研组来株，就人大工作和
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毛腾飞参加座谈会并讲话。

座谈会上，调研组一行听取了我市人大工
作和建设情况汇报。党的十八大以来，市人大常
委会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优势，坚决
贯彻落实党委重大决策部署，回应人民群众重
大关切，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在立法方面，相继
制定农村村庄建设管理条例，完成城市综合管
理立法，出台工业遗产保护条例等；在监督工作
方面，突出打造“一委一品”工作品牌；代表工作
方面，大力推行人大代表建议巡回集中督办，解
决落实具体问题。

会上，部分区、乡镇街道就基层人大工作经验
和亟待解决的困难进行了交流发言。市编办、市委
组织部、市财政局等部门分别就人大建设中人员
配备、干部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问题进行了汇
报。与会的省、市人大代表谈了履职中的感想。

听取大家发言后，杨维刚充分肯定我市人
大工作取得的成绩。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重要思想，将其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
好，学深悟透，强化理论武装。要继续结合自身
实际出台地方性法律法规，并让法律长出牙齿，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忠诚履职尽责，充分发挥
人大机关的监督职能，高水平做好人大工作。要
强化能力建设，通过培训、调研等活动开展及自
身学习，提升人大代表素质，密切同人民群众的
联系，提高人大代表履职实效。

毛腾飞表示，近年来，株洲各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统
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着力
解决好紧扣重点不够、监督工作不深、立法工作
基础不实、发挥代表作用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以
新担当新作为推动人大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
阶。下一步，株洲将以此次专题调研为契机，进
一步加强各级人大机关建设，激发人大代表积
极性，完善人大各项工作机制，切实推动新时代
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调研组一行赴攸县、茶陵实地调研乡镇、街
道人大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柏生陪同调研。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维刚率组来株调研

全面提升
新时代人大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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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捆绑式开发，让多方受益
讲述人：许炳坤（原市防办综合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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