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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经常开展禁毒知识专题
讲座及毒品模型展，让我们充分认
识毒品的危害。”12月20日，来自邵
阳市大祥区板桥乡渡头桥中学的姚
文刚说。

近年来，大祥区以活动为载
体，以课堂为抓手，全力推进青少
年毒品预防教育工程建设。制订
并印发了《大祥区教育系统 2019
年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方案》等文
件，切实加强了对校园禁毒工作的
组织领导，形成了“主要领导负总
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格
局。紧紧抓住学生和教师两个群
体不松手，把“师生不沾毒，校园无
毒品”作为学校毒品预防教育的终

极目标，全面增强了学生的识毒、
拒毒、防毒意识。

开展了多层次、多方位、多样
化的校园禁毒宣传活动，形成声势
浩大的禁毒宣传攻势。加强学校
与区委政法委、公安机关、教育主
管部门、法治副校长、社区村组的
联系，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
合教育平台。今年来共召集学生
家 长 到 校 参 加 专 题 禁 毒 宣 传
30000 余人次，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单 30000 余份。充分发挥学校主
渠道作用，做到学校禁毒宣传教育

“计划、内容、课时、师资”四个落
实。同时，通过全国青少年毒品预
防教育数字化平台、宣传橱窗、黑

板报、校报校刊、校园广播等宣传
阵地传播，以禁毒知识竞赛、主题
班会、主题征文、主题演讲、手抄
报、周会课、观看禁毒视频、参观禁
毒教育基地等形式，积极开展形式
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营造了
浓厚的禁毒氛围。

与此同时，该区还开展了系列
禁毒主题教育活动，以此推动学校
禁毒教育工作向纵深发展。紧密结
合学校实际，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
使广大师生都积极参与到禁毒教育
活动中来，成为禁毒的宣传者和主
力军，营造了“人人防毒拒毒”的良
好环境。
（胡晓建 吕曦东 姚秋云）·精彩湖南·

大祥区全力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寒流来袭，在浏阳市洞阳镇洞

阳村的苏振武家里却暖呼呼的，捧
着刚从国土所领到的建房相关证
件，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苏振武家住洞阳镇洞阳村杉树
组，家境贫寒，祖孙三代居住在仅几
十个平方米的旧房屋中，迫切需要
解决住房问题，他在办理相关证件
时，村组都同意他新建房屋，却因遇
到一户邻居不配合签字，加上对办
证的相关要求不理解不清楚，致使
建房所需的相关手续迟迟无法办
理，他愁在眉头、急在心里。为此，
他一年多来多次找过相关业务承办
部门，甚至多次拨打 12345 市民热
线进行投诉，但问题依旧无法得到

解决。在万般无奈之下，他抱着试一
试的心理找到洞阳镇纪委，投诉有关
部门办事推诿、拖沓、履职不力。洞
阳镇纪委获悉此事后，闻风而动，立
即展开调查，走访村组群众，证实苏
振武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对此，镇
纪委立即组织国土、城建等相关部门
以及村组干部、群众代表召开现场协
调会，在镇司法所组织了司法调解，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多部门会商，最后
苏振武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完善了
资料，履行合法程序并拿到了建房所
需的相关证件。

这是洞阳镇纪委在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中，着力开展干群关系“清
爽”行动，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为抓手，聚集热点、难点和群众关
心关注的问题，紧盯教育医疗、环境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领域，持续推
进扶贫领域、民生领域、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微腐败”
问题等专项治理，严肃查处基层干部
空头承诺，推诿扯皮，以及办事不公等
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切实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今年以来，洞阳镇纪委坚持把
监督执纪问责摆在突出位置，聚焦
主责主业，创新方式方法，抓好“小
问题”实现“硬约束”，从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细处发力，抓实抓牢基层
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着力打造清廉
洞阳。 (谭剑锋)·精彩湖南·

全面打造“清廉洞阳” 提升干群“清爽关系”

东安县深入开展了建筑工程质量专项整治工作，找准

找实问题，动真碰硬抓实整改，取得明显成效，全面提升了

建筑工程质量。

该县住建局会同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保障服务中

心，组织了城建、房产和农村危房改造三个检查小组，对全

县35个在建项目和全县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质量安全进行

了全面系统排查，一个一个项目找准问题，认真梳理出178

个质量安全具体问题。检查人员对178个质量安全问题和

10户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问题建立了台账并进行了签

字背书，全面建立了问题清单。对检查出178个质量安全

问题，县住建局建立了整改工作台账，按照“一个项目、一

名整改责任领导、一套整改班子”的工作方法，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一项一项整改销号清账。

截至11月22日，35个城建和房产项目178个质量安

全问题整改资料经监理、设计单位签署整改到位意见后已

全部上报县质安监站。县质安监站已对35个项目178个

质量安全问题进行了现场复查，确认所有问题整改到位。

（刘海华）

东安：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亮实招出实效

日前，2019年湖南省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北京)

产销对接活动在北京国家农业展览馆成功举办。为宣

传推介“永州之野”市级农业公用品牌，拓宽全县名特

优新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东安

县组织湖南闻鸡起舞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和东安霞

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分别携带国宴名菜“东

安鸡”和“湘江源”蔬菜精彩亮相，并与10多个采购商

签下1000余万元的订单。

近年来，东安县重点建设培育一批企业，夯实一批

基地，制定一套标准，组建一个团队，搭建一个平台。

积极引导企业入驻农产品“身份证”管理平台，多次参

加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集中展示展销

和订货洽谈，以销促产，以销带产，拓宽贫困群众增收

渠道。“东安鸡”作为东安县“一县一特”特色农产品，引

起省领导的高度关注，并对“东安鸡”包装上“身份证”

管理二维码表示赞赏，指出“身份证”管理平台很值得

推广。东安县以此为起点，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确保

农产品质量安全。

（严 洁 唐专生 刘海华）·精彩湖南·

东安县优质农产品享誉北京

12月22日，以“水上张家界，醉
美宝峰湖”为主题，自行车障碍攀爬
PK赛、水上攀岩挑战赛两大竞技体
育赛事在张家界宝峰湖景区激情上
演，9 位国内顶尖自行车障碍攀爬
运动选手、20位攀岩运动高手齐聚
素有“水上张家界”之称的张家界宝
峰湖景区开展了极具观赏性的竞技
PK，让所有人大饱眼福，叹为观止。

当天自行车障碍攀爬PK赛在
宝峰湖景区的奇峰飞瀑前举行，分
为三条赛道：两条为自然山道，一条
为原木搭建的专用赛道。参赛选手
骑着“无所不能”的障碍单车，以精
彩的表现在崎岖陡峭的赛道上腾挪
辗转，场面惊险刺激，引发了观众的
阵阵尖叫，给冬季到张家界旅游的
各地游客带来了别样的视觉盛宴。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来自重庆的

赵旋获得了大赛冠军。
近年来，竞技攀岩运动得到了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推崇和青睐，并
入选为 2020 年日本东京奥运会的
正式比赛项目。当天赛点设在宝峰
湖景区的著名景点回音壁，四周视
野开阔，湖面清澈水平如镜，岩壁险
峭，为比赛增添了众多亮点。20位
国内顶尖攀岩选手，齐聚宝峰湖，登
顶高峰，让人眼花缭乱。

据主办方介绍，自行车障碍攀
爬PK赛及水上攀岩挑战赛是2019
年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最具亮点
的活动，通过活动的举办将扩大张
家界冬季旅游客源市场的影响力。
从2019年起，这两大赛事活动将在
宝峰湖每年举办一次，力争打造成
为张家界冬季“旅游+体育”的品牌
赛事。

2019年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
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
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中国登山协会、湖南省体育局联
合主办，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服务
中心、张家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
局、武陵源区人民政府、张管局承
办，湖南御峰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张
家界宝峰湖旅游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湖南山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
办。

另据了解，活动举办地宝峰湖
是张家界山水结合最美的景区，被
誉为“水上张家界”，位于张家界武
陵源，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
园，2009 年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
休闲湖泊”之一，也是原文化部认可
的“中国山歌节的永久举办地”。

（董明勤） ·精彩湖南·

张家界宝峰湖：两大竞技体育赛事激情上演

湖南体彩
官方微信 ·体彩之家·

12 月 14 日 上 午 ，
2019年首届“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城市高智尔球邀
请赛在娄底市体育中心拉
开序幕。来自北京、广东、
香港和东道主湖南等 17
省的 32 支高水平球队近
500 名运动员汇聚娄底，
展开为期 2 天的精彩争
夺。本次比赛得到了体彩
公益金的大力支持。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体
育局、湖南省体育总会指
导，湖南省运动养生协会、
娄底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
局共同主办，由湖南省高
智尔球体育俱乐部有限公
司承办。

活动现场，国家一级
演员陶孝发先生指导编排
的大型开场舞《桃花瑶》拉
开了开幕式序幕。随后，
五星红旗护旗队、会旗护
卫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32 支代表队依次入场。
据悉，赛事组委会特邀世
界高智尔球专业委员会三

级裁判黄菊芬女士作为此
次赛事裁判长，深圳市高
智尔球运动协会会长王守
军先生担任赛事执行主
任，湖南省运动养生协会
副秘书长彭长华先生担任
赛事组委会秘书长。

据了解，高智尔球是
体现团队协作能力、开发
脑力智慧的新型球类运
动，高智尔球运动不受空
间和体力所限，在强身健
体的同时，更能开发智慧，
提升道德修养。本次赛
事，秉承“合作、团结、智
慧、发展”的精神，以促进
体育智育发展，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旨在通过本次
高规格、高水平、高要求的
高智尔球赛事，为广大群
众提供一场全方位的新体
育运动赛事盛宴，在国内
掀起一股高智尔球热潮，
扩大高智尔球运动的影响
力，推动高智尔球早日成
为一项全民运动。

（关 宁）

12 月 18 日上午，“中国体育彩
票”衡阳市体彩从业人员趣味运动会
在衡阳市体育中心热闹举行。全市
12个市区县体彩从业人员欢聚一堂，
丰富衡阳体彩从业人员生活，凝聚力
量传递温暖。

此项趣味运动会每年一届，是衡

阳市文旅广体局为体彩网点从业人
员量身定制的一次趣味性运动会，使
大家在紧张的销售工作之余积极投
身到全民健身中来，让体育锻炼经常
化，个人健康生活化。同时，把“团
结、拼搏”的体育精神转化为推动衡
阳市体彩工作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动

力，以更加强健的体魄，更加饱满的
热情，向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
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发展目标
迈进。

本次趣味运动会分12个组别代
表各个市区县，分别进行越障碍掷
准、赶球跑、行走风火轮、鼓舞人心、
五人六足、拔河6个项目。比赛过程
中，12支体彩队伍使出浑身解数，你
追我赶，斗智斗勇。最引人注目的
是“行走风火轮”和“五人六足”比
赛，笑料百出的同时尽显团结合作
的精神，赢得了现场人员的阵阵掌
声和欢呼声。

体育彩票与游戏相结合的运动
方式让参与者耳目一新，丰富有趣的
互动环节更调动起了大家的运动细
胞和积极性，让大家完全沉浸在运动
的欢乐中。趣味运动会还展现了衡
阳体彩人拼搏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
风貌，也为各市区县体彩同仁加强沟
通交流、增进友谊提供了平台。运动
会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让衡阳体彩

大家庭温暖有光。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值得一

提的是，比赛期间，所有参赛队员均
可自行参与国民体质监测区的项目
体验，主要包括对身高、体重、肺活
量、握力、纵跳、反应、闭眼单脚站
立、坐位体前屈、仰卧起坐、俯卧撑、
台阶测试等进行测评，根据检测结
果安排专业人士进行个人健身规划
指导。据了解，在体彩公益金的支
持下，我省各市州县体育部门每年
持续开展国民体质监测活动，为人
民群众进行体质测试、科学健身指
导，推动了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和健
康中国建设。 （肖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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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衡阳市体彩从业人员趣味运动会圆满结束

衡阳体彩从业人员趣味运动会现场。

·精彩湖南·

马路镇位于安化县西部边陲，东通县城
直达益阳、长沙，西经奎溪镇、溆浦县到凤凰
古城，可与大湘西精品旅游线对接，北连桃
源县和沅陵县等地，南与南金乡隔水相望，
经库区黄金水道，东可下洞庭，西可达邵阳，
为 4 条市县要道的交叉口，故取名“马路
口”。其建镇历史悠久，自然风景迷人，茶文
化底蕴深厚，有着国家级森林公园、雪峰湖
湿地公园、雪峰湖地质公园、国家级石漠化
公园、云台大叶种发源地五大金字招牌。近
年来，马路镇立足资源禀赋，借茶兴旅，以旅
促茶，深挖生态茶业与观光旅游的潜力，推
进茶旅融合发展，将云台山塑造成了一张安
化全域旅游的新名片。

茶旅融合展新颜
马路镇素有“茶乡”之称。清朝晚期，在

此经营茶业的晋商超过100家，这里的云台
山大叶茶1954年被农业部定为全国21个优

质品种之一，曾有学者称其是“茶叶之母”，
出产的“云台春芽”“千秋龙芽”“安化银峰”
等名优茶先后斩获国际国内金奖。说起马
路镇，还不得不提云台山。云台山地处雪峰
山北段，山顶云腾雾绕、奇峰竞秀，山腰茶园
连片、层峦叠嶂，山下洞谷幽深、幻影无穷。
近两年，随着茶旅产业不断壮大，马路镇党
委、政府一班人充分认识到茶叶是特色、旅
游是窗口，成立了镇茶旅产业发展工作领导
小组和云台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倾力打造
茶旅融合的先行区。

为此，马路镇推出以“一区三环”为主要
内容的特色旅游路线：即以创建云上茶旅文
化园国家4A景区为中心区，形成“云上茶
旅”“云中六步溪”“云下雪峰湖”三条独具特

色的旅游环线。“云上环线”可观3A景区龙
泉洞、惊险刺激神仙岩、千亩碧海茶园、红色
基地英雄公园、云海日出、佛林奇石、神秘天
坑、城墙峰峦等迷人景观和体验活动；“云
中环线”可自驾畅游，观七仙洞、青云洞、雷
山洞、燕子洞等洞群奇特景观，睹六步溪国
家自然保护区的神秘面容，赏保护区内多达
68种历史名树、珍贵物种；“云下环线”体验
度高，百里资水画廊，山水秀丽，倒映成影，
令人遐想连篇；世界级科考基地柘溪冰碛
岩、养心茶庄、天鹅岛休闲垂钓令人心驰神
往。走进马路镇，绿油油的茶园一片连着一
片，宽阔平坦的公路一条接着一条，前来观
光的游客一批接着一批，呈现出一派蓬勃兴
旺的画面。

农民增收百业兴
茶旅融合百业兴，农民增收添新路。马

路镇党委、政府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激发内
生动力，提出了“生态为基、文化为根、茶旅
为媒”的发展思路，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和财力以适应茶旅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取得
了显著成效。云台山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
优势，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旅游康
养小镇成为马路镇一张闪亮的名片。镇区
面貌日新月异，宽阔的柏油马路上车水马
龙，一排排徽派仿古建筑整齐划一，街边店
面生意应接不暇，游客来往如织。一业兴，
百业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种茶、
制茶、销茶、茶艺、包装、餐饮、住宿、文化、广
告等产业的迅猛发展，甚至辐射至整个安

化，为各个景点景区增添了不少人气。2018
年，马路镇举办各类大小节会活动20余次，
来镇域内的游客达到 30 万余人，旅游产业
综合效益突破1亿元。茶业、旅游业为当地
百姓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人们真正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现在，茶旅产业已经是镇
域内规模最大、品牌最响、综合效益最高、带
动能力最强、从业人员最多、成长性最好的
富民主导产业。

一片片“绿叶子”如今变成了村民增收
的“金叶子”，云台山上，正在忙着茶园培管
的村民邓大爷喜笑颜开：“自从云台山的旅
游兴起了，我家8亩茶地发展得越来越好，销
路更是不用愁，我的年收入从 2000 元增长
到20000余元。”这是近年来马路镇大力推
进茶旅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带来喜人变
化的一个缩影。 （龚 伟 陈曼莉）

云台胜景大叶茶，马路镇茶旅融合促发展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澧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澧县老城区黑臭水

治理项目施工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澧县澧州
城市发展实业有限公司，投资额为17586057元；现予以
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
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佳顺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4日

我单位在《湖南日报》2019年3月28日第12版登报

遗失启事湖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收据号码

08953376- 08954025 更 正 为 08953376- 08953400、

08954001- 08954025，02243901- 02237775 更 正 为

02243901-02243925。

衡阳县金兰镇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25日

更正启事

贺武龙同志：
你于2019年12月2日至今未到单位上班，单位多次

多方联系无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相关
规定，限你在2020年1月10日前到单位办理相关手续，
否则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韶山市税务局

2019年12月24日

公 告

怀化市建辉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债权人：
怀化市建辉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周斌

非法集资一案，定于2019年12月28日下午2时在怀化市长
城大酒店（公园路怀化军分区旁）五楼会议室召开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
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参会的，应
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会议12:30开始接受参会登记，请参会
人 员 提 前 到 会 ，准 时 参 加 。 联 系 电 话 ：13607410016，
13707450947。

怀化市建辉汽贸集团债权人代表委员会
2019年12月17日

债权人会议公告

村、社区是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的第一线、主战
场，为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常德市武陵区纪委监委充分
发挥监督执纪效能，深入基层、全力履职，认真走好“三步
棋”，落实扶贫领域村级监督，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

定期谈心谈话，抓早抓小抓苗头。出台谈心谈话工
作指导性意见，要求乡（镇）一级纪（工）委落实谈心谈话
工作责任，常念“紧箍咒”、常拉“纪律弦”，让纪律规矩在
扶贫一线的干部中入脑入心。今年，共在村级扶贫队伍
中开展谈心谈话4832次。

认真走访调研，确保扶贫落实落地。对照责任清单，
结合“一季一专题”扶贫领域专项整治工作，每季度一次
深入到部分贫困户中开展走访调研，了解扶贫工作情况、
听取群众意见。今年共进行专项检查2次，发现整改问
题13个；暗访摸排农户、居民及贫困户95户，抽查村（居）
账目125册。

严格执纪问责，充分发挥震慑作用。完善追责机制，
重点盯紧国家公职人员涉砂涉矿涉小水电、领导干部牟取
私利等多个方面专项治理，对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予
以重拳打击。今年，发现各类问题52个，立案7起，党纪政
务处分 2 人，组织处理 22 人，追缴资金 38 万余元。

（李 杰 全晶晶）·精彩湖南·

武陵区：“三步棋”落实扶贫领域村级监督

·精彩湖南·

今年来，常德市武陵区纪委监委着力推进精准监督
“沉下去”，通过强化检查、走村入户，让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浮上来”，推动精准扶贫工作廉洁、高效落地落实。

强化检查，重点整治“三不高”。针对“线索时效不高”
“质效不高”“群众满意度不高”，武陵区纪委监委对各乡镇
及相关单位扶贫政策落实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围绕扶
贫项目建设、扶贫政策落实、解决群众诉求等事项，积极开
展工作。

走村入户，重点落实“早和快”。通过公布信访举报电
话、走村入户摸排、设置问题反映点等方式，收集扶贫领域
腐败问题线索，并建立“扶贫领域专项工作”问题线索台
账，逐条登记汇总、分类建档、批转办理，强化跟踪办理，确
保问题线索大起底、无遗漏。

标本兼治，重点依靠“三监督”。探索建立“互联网加监
督+群众监督+纪检监督”的一体化联动监督模式，紧盯涉及
资金管理、项目管理、贫困户资格认定等重要岗位人员，对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着力
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等工作。

今年，武陵区通过精准监督“沉下去”，深入发现和查
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共发现各类问题52个，立案
7 起，党纪政务处分 2 人，组织处理 22 人，追缴资金
36.1831万元。 （李 杰 全晶晶）

武陵区：监督“沉下去”线索“浮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