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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上 6 桌擂茶宴，端上热气腾腾、香气
袭人的擂茶和十碗八碟的各色小吃，46 户
拆迁户 100 多人欢聚一堂，邻里守望，聊着
家常，话着曾经点滴的记忆，依依不舍地告
别。这是12月14日，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
道光明巷社区育英小学扩建项目集中签约
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王应柱仍感到温
暖而幸福：“这里是我们工作了一辈子的单
位，住了一辈子的家，还有这么多老邻居。
虽然有些舍不得，但为了学校的发展，为了
孩子的明天，我们情愿舍弃个人利益。”王
应柱今年74岁，原是育英小学副校长，是一
名老党员，在育英小学院内住了一辈子。
前段时间，武陵区启动育英小学改扩建项
目，涉及到育英小学和原常德市七医院片
区，房屋征收面积近 1.5 万平方米，涉及 46
户居民和 2 户公产。这些拆迁户多像王应
柱一样，是育英小学的老师。这里地处常
德市城区黄金地段，又是学区，却没有回迁
房，难度可想而知。为了顺利推进育英小
学改扩建项目，府坪街道以党建为引领，街

道、社区干部攻坚克难，深入征拆一线，从
育英小学发展和育人的高度，精细拆迁，以
情动人，耐心给拆迁户宣讲政策，倾听居民
的意见和诉求，答疑解惑，解决问题。看到
老教师们这么支持征拆，府坪街道党工委
书记段德先感慨地说：“这种有温度、有情
怀、有故事的征拆，加快了府坪街道‘棚改’

‘旧改’的步伐。得益于群众的支持，我们
棚改征拆项目拆得快，拆得稳,永安巷、高山
街停车场等多个项目已经扫尾清零。”

这是武陵区府坪街道以党建为引领，在
发展一线攻坚克难，在民生一线排忧解难激
发的新动能。

12月4日，常德市举办第四届道德模范
颁奖仪式，表彰25名道德模范，府坪街道陈

辉君、李国萍当选，街道现有市级以上道德
模范5名，其中，田工获得全国第四届道德模
范提名奖，“社区110”姚跃林的故事搬上了
央视大舞台。府坪街道成为名副其实的“道
德的高地，好人的摇篮”。

府坪街道好人现象的背后，是一整套树
好人、传好事的机制。自“文明武陵、从我做
起”活动开展以来，府坪街道紧抓文明创建，
树先进典型，“远学雷锋、近学田工”理念深
入人心，“田工爱心屋”成为全市党性教育基
地，“姚跃林工作室”“尹大姐爱心驿站”等
社区公益志愿服务品牌家喻户晓。近些年
府坪街道发挥“好人效应”，组织开展“道德
模范在身边”巡回宣讲会，“道德模范宣讲
团”进机关、进社区、进小区、进学校、进商

圈，用好人事迹感染人，将学习推向高潮，形
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氛围，厚植好人文
化沃土。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府坪街道党工
委始终将群众难事放在心上、扛在肩上，出
实招、解难题。“我们用贴心暖心的工作换来
群众的信任，干群一家亲，共同建设精彩府
坪，幸福街区。”府坪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街
道办事处主任潘波说。

府坪街道地处中心城区，自古以来都是
官府所在地和商贾云集之地。老城区老旧小
区多，物业管理问题突出，解决基层社会治理
问题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府坪街道以党建
引领居民自治为突破口，发挥党员示范作用，
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因地制宜，逐

步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在推进城市基层治理
和服务创新中践初心，担使命。

绿岛小区是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一处
商业住宅区，原来是一处无物管的开放式小
区。小区道路狭窄，坑洼不平，污水横流，乱
搭乱建随处可见，绿化带里杂草丛生，“绿
岛”变“荒岛”，小区居民烦恼不已。街道社
区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公共资源，探索居民
自治。小区党员带头成立服务部，协助职能
部门和社区一道，改造小区基础设施，加强
安全巡防和卫生清扫，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再现“绿岛”生机。府坪街道解决了群众最
急最忧最盼的问题，小区业主蔡保成竖起拇
指点赞：“党和政府事事办到了我们群众心
坎上。小区生活环境好了，我们的幸福感也
越来越强。”

府坪街道凭借不懈奋斗逐梦发展高地，
怀揣为民之心创新社会治理，善用好人文化
浸润道德沃土，终将汇聚起蓬勃的力量，一
圆“精彩府坪、幸福街区”之梦。

(周子琳 白 玲)

为民解忧愁 激发新动能
——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道以党建为引领建设幸福街区侧记

·精彩湖南·

徐典波 蒋 辰 何 可

就业是民生之本，做好“六稳”工作，首先
是稳就业。今年以来，在岳阳市委、市政府高
位驱动下，该市人社部门把人民群众就业问题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就业之稳促经济之
稳、社会之稳、人心之稳。

岁末年初，“稳就业”的“岳阳模式”一路高
歌猛进，一组数据诠释着“稳”的满意答卷：截
至11 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72316 人、失业
人员再就业 31637 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11080人，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35669人、
农村贫困劳动转移就业5396人、新增创业主体
42018 个、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39.1%、
117.2%、123.1%、118.9%、138.4%、150.1%，提
前超额完成省定民生实事任务，彰显稳就业托
起了民生幸福梦。

纵观国际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不确定性有所增加，处在“努力打造湖南发展
新增长极”的岳阳，就业之稳从何而来？近日，
笔者就“稳就业”的“岳阳模式”进行了探秘。

提质就业服务
——让就业之路越走越宽

“现在社区的就业服务真方便，怎么办、去
哪里办，拿一张清单看得明明白白。”上周，家
住南湖新区雷公湖社区的罗滔，来到社区就业
服务窗口，办理失业登记。

今年40岁的罗滔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
作，如今社区不仅为她办理了《就业失业登记
证》，还为她推荐了家门口的一家社区家政公
司，不到两天时间，她就成功找到了一份保洁
工作，每月能拿到2300元收入。据了解，在市
人社部门的组织下，中心城区已有40家社区进
驻了家政公司，打通了服务和用工两端，在源
头上完成人岗匹配和服务配给。

为提高岳阳市公共就业服务质量，该市人
社部门围绕“基层平台提升计划”，在社区和乡
镇全面实现就业服务下沉前移，健全人社服务

的“神经末梢”功能，努力实现全市公共就业创
业服务精细化、智能化，让居民可享受到就近、
便捷、高效的服务供给，确保各类就业创业政
策更好惠企便民。

和罗滔一样，通过城镇社区公共就业服务
找到合适工作的求职者还有很多。该市人社
部门通过开展劳动力资源入户采集，实现“一
户一档一册”，并充分运用湖南省公共就业服
务平台，动态掌握记录辖区居民就业失业状
况，提供针对性“311”就业服务，一年来，累计
服务人数18800人，提供岗位推荐、职业指导、
职业培训信息累计101406人次。

在农村，岳阳市在精准采集农村劳动力就
业信息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对农村贫困劳动
力“就业扶贫”，通过搭建就业扶贫载体、精准
落实就业扶贫政策，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
就业。今年来，该市共提供职业指导信息
19.79 万人次，提供职业介绍 20.51 万人次，提

供职业技能培训1.56万人次，提供了创业指导
11.37万人次，2503人成功创业，享受各类就业
扶贫政策 2.66 万人次，发放补贴资金 1386 万
元。据悉，该市有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就业
率已达到99.23%。

优化创业服务
——许创业群体锦绣前程

2018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提出要打造“双创”升级版，使创业创新在
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蔚然成风。
岳阳市通过政策驱动、平台拉动、导师领动、服
务带动、培训引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创
新创业政策激励措施，提供高效便捷的创业服
务，源源不断为创业者赋能，孜孜不倦为创业
者护航，营造了浓郁的“双创”氛围。

今年5月，《岳阳市进一步稳定就业激励创
业三十条措施》出台，推出20余项奖补新政，为

该市双创工作注入新的动力，截至11月底，全
市新增创业主体 4.20 万个，带动就业 7.14 万
人，新增创业担保贷款2.74亿元，惠及2403人
次，开办创业培训班295期，培训学员8805人，
双创成为带动就业的主引擎。

12月17日，岳阳市隆重举行了“创业服务
三湘行暨岳阳最美创业人”颁奖典礼，这项由
市人社局联合14家市直单位发起的评选活动，
前后历时一年，486名创业者报名参选，52名优
秀创业者最终获评“岳阳最美创业人”，他们当
中既有“科创未来”的技术达人，也有“匠心传
承”的巴陵工匠，既有“逆流而上”的矢志追梦
人，还有“实干有为”的善作善成者和“创领家
乡”的致富带头人，充分展示了岳阳人的聪明
才智和精神内核，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是该
市鼓励创新创业的最好例证。

举办高规格评选活动，无疑是为走在创业
路上的人插上飞翔的翅膀。那么，如何能让更
多人投身创新创业呢？岳阳决策者给出了承
诺：打造开放共享、功能强劲的双创平台无疑
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为此该市构筑了融政策、
服务、培训、指导、平台、基金于一体的双创工
作链条，打造“国字号”双创平台 2 个、省级 8
个、市级10个，今年来培育孵化小微企业2380
家，为创业者提供梦想实现的舞台。

“我市还将引进专业化多元化的孵化机构
和运营团队，到2020 年前在全市新增培育10
家以上创业载体，每家给予最高50万元的以奖
代补。”岳阳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市就业局局长
李鹏杰表示，并启动实施“双一流”平台培育，
每年重点支持1—2家带动就业效应和项目孵
化效果“双一流”的示范平台，给予最高200万

元的以奖代补。
近年来，岳阳市成功创建为首批省级创业

型城市，成功创建一批省级创业孵化基地和省
级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基地，形成了创新助
推创业、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局面。

拓宽企业服务
——为困难企业创造机会

“稳就业”关键是稳企业，稳企业关键是稳
用工。

今年 8 月，岳阳市人社部门联合 9 家市直
单位制定了困难企业认定办法，出台困难企业
稳岗补贴、下岗失业人员临时生活补助和职工
在岗培训补贴等一系列扶持措施。目前，该市
已认定 18 家困难企业，预计给予稳岗补贴
3000万元，稳定用工近2万名。

稳定了困难企业，还要充分发掘其他企业
用工容量，才能达到供需平衡。据悉，该市将用
工量2000人以上或一次性新增用工500人以
上的企业列为重点用工企业，人社部门定人定
岗专项服务。组织“缓解企业用工难”调研组先
后走访调研了道道全、湖南科伦、钟鼎热工、高澜
节能等35家重点企业，通过调研详细了解园区
建设、企业生产经营、用工、员工技能培训等情
况，做到“带着问题下去，揣着答案回来”。

此外，该市还积极对接新金宝、蓝思科技、
比亚迪等省内重点用工企业，推进对口扶贫湘
西保靖县、就业援藏等任务，仅针对新金宝

“年产 1300 万台喷墨打印机”项目，就集中座
谈 10 多轮，上门对接 30 余次，帮助解决用工
测算、招工宣传等问题，截至目前，为新金宝
推荐求职人员 5000 多人次，其中上岗就业约
1200人。

“有稳定就业，老百姓才能过上幸福美好
生活。”岳阳市组织部副部长、市人社局局长尹
家辉表示，在下一步工作中，将持续抓好公共
就业创业服务、强化创业带动就业、做好重点
群体就业帮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等工作，让
人民群众拥有满满的获得感！

·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

洞庭涌动创业潮
——“稳就业”的“岳阳模式”探秘

12月17日，
岳阳市隆重举
行“创业服务三
湘行暨岳阳最
美创业人”颁奖
典礼。 何可 摄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娄底市金融
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资
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及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让给娄
底市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

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娄底市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作为

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
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娄底市金
融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权益文件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

区五一大道976号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845037
娄底市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娄底市娄星区吉星

金融广场立源大厦19楼
联系人：贺张珍 李波
联系电话：0738-8219784

2019年12月28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娄底市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

娄底市和平贸易有

限公司

涟源市斐特尔大药房

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大通湖天泓渔业股

份有限公司

本金（元）

11,627,477.21

11,999,000.00

26,939,427.78

50,565,904.99

利息（元）

2,837,893.34

3,992,083.88

8,608,111.27

15,438,088.49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担保人

湖南娄底市凯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凯林；

欧阳艳；夏礼和；谢小平；娄底市和平贸易有限公司

娄底市恒成置业有限公司；彭国良；王巧平；王光平

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博长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匡娟红；李祖军；周冬媛；彭锦辉；陈红文；

高芬；罗彪；刘英；张恒；郭冬梅；胡祥华；孔群香；

湖南博长担保有限公司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至利息计算截止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娄底市金融投资有
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保证人的共同义务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承继人等。如债务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还款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义务。

公告资产清单

声 明
●根据湖南保监局相关文件，撤销湖南双
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水号：
0693951，注销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

特此声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门县支

行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号码

为：湘财通字（2018），执收单位编码：

05301；执收单位名称：省高级人民法院本
级；缴款书号码为：NO.279772737X，声明
作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遗失
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份，号码
为：1919096648，声明作废。
●江永源口保护局遗失湖南省行政事业
单 位 往 来 结 算 收 据 共 五 本 ，票 号 为 ：
06655601－06655725 ，声明作废。
●湖南戎科聚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及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湖南湘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胡楠遗
失 律 师 执 业 证 ， 号 码 为 ：
14301200410407999，声明作废。
●刘 泽 曦 遗 失 人 民 警 察 证 ，号 码 为 ：
191077，声明作废。
●湖南唐牛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张善新）
法人章、公司财务章，声明作废。
●蒋云锋（43290119830427****）遗失湘
财通字（2018）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号码为：2934211274，声明作废。
●吴霞升遗失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
编号：C20154313210297，声明作废。
●龚覃昕遗失法律从业资格证，证书编

我儿子周潜（43010319881005****）
患贰级精神疾病，从登报之日起，未经过
监护人周六零（43010419600616****）
同意并签字的任何借贷关系均属无效行
为，其本人及其监护人不承担偿还的法律
责任。

声明人：周六零

根据本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注
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债权人应向本公司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湘
江北路三段1500号北辰时代广场A1区
写字楼701号房 联系人：何成城

电话：18108401507
湖南中浦南方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本公司因不慎，将湖南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2016年1月27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4300007406217265 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省中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因不慎，将长沙市开福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1999年3月17日核发的注册
号码为4301051000212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二分公司宏

安工程部

号：20172238461463，声明作废。
●张霞遗失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副本，编
号为：C20114308020166，声明作废。
●易振华遗失 APEC 商务旅行卡一张，
号码为：000070343，声明作废。
●张德冲遗失士官证，证号：士字第
20160050537，声明作废。
● 李 智 超 遗 失 士 兵 证 ，号 码 为 ：
20120072477，声明作废。
●刘建平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号码为：2169919864，声明作废。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二分公司宏
安工程部遗失印章一枚，声明作废。
●刘培贤遗失由湖南铁银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一张

（ 第 一 联 发 票 联 ），发 票 代 码 ：
243000790073，发票号码：60004444，
金额：615000元，声明作废。
●长沙金鼎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一份，
发 票 代 码 ：4300193130，号 码 ：
08280910，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千思装饰遗失收据一张，号码为：
0813010，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陈尧遗失车牌号为湘A8CT01的交强
险 保 单 一 份 ， 号 码 为 ：
805072019439998011983，声明作废。
●上海商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杨哲
遗失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证
书编号：00423042，注册号：43003167，
有效期：2021年7月2日，声明作废。
●罗伏交遗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三医院
住院费用发票，业务流水号：57327755，
金额：22648.6元，声明作废。
●王一坤遗失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票号为：76482554，声明作废。

5年累计脱贫1179户4526人，5个贫困
村 全 部 出 列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2014 年 的
16.07%下降到 2018 年底的 0.95%；498 户
1973名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住进了新房，
434 户 1532 人实施危房改造住进了安全保
障房；1287户实现产业帮扶，人均增收3000
元以上；2018年，在全省产业扶贫现场会上
作经验介绍，并为市、县脱贫攻坚提供参观
现场，省市县三级脱贫考核验收中“三率”均
为零、满意度均99%以上……

这是安化县冷市镇坚持党建引领、突出
精准帮扶，聚焦“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
抓“穷根”、治“穷病”取得的丰硕成果。

聚力政治担当

冷市镇党委政府把如期实现脱贫作为
一项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时刻扛在肩上，坚
持主职主抓，统筹制订年度计划和脱贫攻坚
绩效考核方案，将精确脱贫各项任务“划土
分方”，落实到每个班子成员、干部和各行业

站所。坚持“尽锐出战”，整合全镇 31 个部
门189名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干
部参与精准结对帮扶。充分利用微信、公众
号、村村响、宣传栏、宣传车等平台和党员大
会、屋场会、入户走访等方式，全方位、多角
度、深层次宣传解释脱贫攻坚政策。出动宣
传车80余次，张贴标语300余条，固定宣传
牌40余块，微信、公众号宣传300余次2000
余条，召开党员大会、户主会、屋场会750余
次，把全镇上下注意力和着力点凝聚到脱贫
攻坚中来。坚持“周例会、周报告，月督查、
月讲评，季排名、季通报”制度雷打不动，定
期组织驻（联）村帮扶工作队、结对帮扶责任
人和扶贫专干业务培训，实现工作通报、问
责整改程序化常态化，累计召开周例会120
余次，党政主职调度 1100 次，开展党建、扶

贫联合督查27次，发布通报30期，确保脱贫
攻坚工作对标对表、压茬落实。

做实富民产业

产业是脱贫致富的根本。冷市镇立足
全镇资源禀赋，坚持“以茶兴镇、以茶富民，
走茶旅一体化”发展战略，将黑茶产业做精
做强，成立茶叶基地及专业合作社37家，依
托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湖南华莱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培植万丰元茶业等6家规模
企业。按照“一村一品”格局，培育壮大一批
茶叶村、药材村、水果村、旅游村，发展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7家，实现每片区有
主导产业、户户有项目带动。高桥村党员干
部带领发展茶叶种植，流转土地1100亩，亩

均收入 8000 多元；东庄坪村贫困户黄全川
发动 12 户贫困户利用林地资源开发黄精、
玉竹、七叶一枝花等名贵中药材基地600多
亩，为周边广大农户提供技术服务，贫困户
蝶变致富带头人。全镇1个省级扶贫龙头企
业、2个县级扶贫龙头产业、3个镇级扶贫产
业点和2个扶贫车间，通过直接帮扶、委托帮
扶、股份合作帮扶等模式，以“公司（合作
社）+基地+贫困户”“村+示范点+贫困户+非
贫困户”“扶贫车间+扶贫产品+贫困户”“致
富能人+贫困户”等利益联结机制，将贫困群
众的土地、劳动力、扶贫资金等生产要素合
理融入扶贫产业，精准对接1287户贫困户，
产业帮扶全镇覆盖，人均年增收 3000 元以
上。结合当前重点工作，设立护林员、保洁
员等公益岗位，先后投入资金 200多万元，

选聘 45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生态护林
员，配置保洁员76名，最大程度实现留守在
家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近就业。

强化基础保障

“三保障”是贫困户最大的心愿和困

难。冷市镇聚焦核心、精准发力，结合城镇

规划，着眼乡村振兴，扎实推进住房保障工

程，累计争资近2亿元，集中安置贫困户360

户 1382 人，分散安置 138 户 591 人。按照

“应改尽改”原则，投入 3000 余万元实施危

房改造项目，惠及贫困户434户1532人。突

出贫困户教育和医疗，义务教育阶段无一人

因贫辍学，贫困人口新农合参保率达100%，

县内就医报销比例 90%以上。千方百计解

决“穷境”，近三年新建乡村油砂路23公里、

硬化农村公路160公里、扩宽村组公路89公

里。安全饮水全覆盖，农网改造无盲区，实

现广播“村村响”、网络村村通，群众幸福感

明显增强。（龚 伟 黄 姚）

争当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排头兵
——安化县冷市镇脱贫攻坚纪实

·精准扶贫在三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