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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安乡县建设工程招投标办公室审核，安乡县殡仪馆
整体搬迁工程（主体工程）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
安乡县民政局，该项目估算总投资约5992.37万元，现予以
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ding.
hunan.gov.cn) 及 常 德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http://ggzy.
changde.gov.cn)。

安乡县建设工程招投标办公室
2019年12月31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荷花中学建设

项目工程总承包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常德市
荷花中学，投资额约22200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
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
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19年12月31日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第一中医医

院异地新建项目消防工程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投资额约3400.00万元，现予以公

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ding.

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

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19年12月31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

异地新建项目暖通及锅炉管道安装工程已具备公开招标条
件，招标人为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投资额约4400.00万元，
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
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19年12月30日

经石门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石门县三圣乡完小
教学楼及学生宿舍工程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石
门县三圣乡中心学校，投资额约 1121 万元，现予以公告。
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ding.hunan.
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
gov.cn）。

石门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19年12月31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宁乡市大屯营镇地处湘江流域，靳江河水系，全域共有
2750余处小微水体。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以来，该镇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境内河流综合治理的同时，不断创新小微水体
管护模式，打好管水治水护水“组合拳”。

大屯营镇紧扣“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治水目标，“一
村一图”“一池一策”开展小微水体整治，通过清障清杂、护岸
整坡、补植水生植物等措施，持续改善水质。2019年，大屯
营镇以靳兴村崔家湾组为示范，共筹资300多万元，新建两
座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350个农村三级化粪池，清淤山塘
14口，清理沟渠18公里，修建枞木生态护坡630米，建立人
工湿地85亩。为实现小微水体长效管理，大屯营镇借鉴“河
长制”，设立小微水体管护机构，绘制小微水体分布图，挂图
作战；明确小微水体长效管理责任主体和监督主体，发挥网
格力量，对小微水体进行“保姆式”管理，每条河道、每口山
塘、每条渠道都包干到人，切实形成“池池有人看，渠渠有人
管”格局。下一步，大屯营镇将总结“崔家湾组小微水体项
目”的建设经验，咬定“长治久清”不放松，不断延伸、细化和
落实“小微水体”管治责任，还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
景象。 （李曼斯 胡智勇）·精彩湖南·

宁乡市大屯营镇：
打造小微水体管护样板

经常德市人民政府批准，常德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决定委托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采取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下列采矿权。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挂牌人
出让人：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挂牌人：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挂牌出让原则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

则，按“不低于起始价”和“符合要求的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出让标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四、竞买人资格及要求

1、竞买人应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本次采矿权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详见挂牌出让文件，该文件与本公告内容具有
同等效力，有意竞买者必须认真阅读挂牌出让
文件后方能办理竞买事宜。

3、需到采矿权现场踏勘的，由竞买人自行
前往，自然资源部门予以协助。

五、相关时间规定
1、网上公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

年2月3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至2020年2月14日
3、网上挂牌期间：2020年2月4日9:00至

2020年2月17日10:00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

2月14日16:30
5、竞买预交款项到账截止时间：2020 年2

月14日16:30

六、申请报名竞买办法
1、有意竞买者须到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信息技术部办理数字证书ukey（竞买人参加
网上挂牌竞价的唯一标识，已申购且仍在有效
期内的除外）；登录湖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
统（www.hngtjy.com/GTJY_HN/），点击“常德
市”按钮，浏览、查阅和下载有关采矿权出让文
件，对意向采矿权点击“我要申购”按钮，网上填
报《竞买申请书》，获取交易系统生成的随机账
号，通过银行转账办理，足额交纳竞买预交款
项，获得竞买资格。取得竞买资格后，点击“我
要出价”按钮进行报价。

2、竞买人在竞价前应认真阅读并依照挂牌

出让文件规定执行。
3、竞买人必须保证所提供的报名文件和身

份信息真实、合法、有效。申请人、交款人、竞得

人信息应一致。

七、重要提示
1、标的瑕疵的影响。采矿权投资存有不可

预计的风险，挂牌出让文件所表述的有关矿体

的规模、形态、储量、矿石质量与开采技术条件

等可能与实际开采有差异，申请人提交申请并

参加竞买，即视对采矿权现状和出让文件已完

全认可并自愿承担全部的风险责任。

2、根据我省相关规定，竞得人应按照绿

色矿山建设标准建设并经验收后方可投入

生产。

3、采矿权受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源规

划调整的影响，且需接受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

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及对特定采矿方

法、选矿方法的限制。

4、受让人在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时，必须

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资源开

发利用、环保、安全等条件。

5、不可抗力的影响。
八、信息发布媒体
本公告同时在中国土地市场网、《湖南日

报》、《常德日报》、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站、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

九、需要说明的问题
1、本次挂牌采用起始价等于底价的方式进

行，竞买人报价不得低于起始价。
2、受让人应自行或委托编制矿山地质环境

综合防治方案并通过审查。生产过程中，采矿
权人应对照综合防治方案，按“边开采、边治理”
的要求开展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
垦工作。

十、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本次采矿权挂牌出让交易活动的办公地点

为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朗州北路与
月亮大道交会处市民之家东部）

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0736—7256317
出让人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736—7268035
挂牌人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736—7256332
本公告未尽事宜按挂牌出让文件的相关规

定办理
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2月31日

采矿权名称

石门县金子
山石灰岩矿

矿区位置

石门县宝峰
街道七松社
区

矿区坐标（2000坐标系）

点号

1
2
3
4
5

开采标高为+170米至+60米

X

3272539.96
3272424.31
3272147.28
3272179.84
3272170.52

Y

37532245.80
37532793.09
37532806.10
37532537.45
37532426.31

矿种

石灰石

资源
储量

（万吨）

871.4

出让
年限
（年）

9

矿区面积
（km2）

0.14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700

增价幅度
（万元）

50或50的
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采矿权预付款

（万元）

/

交易服务费预付款
（万元）

26

常德市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常资采矿告字（2020）1号

湖南日报2019年12月31日讯（记
者 张福芳）今晚，长沙2020“不夜星城”
暨“点亮文明满天星”迎新年晚会在黄兴
广场举行。活动以“点亮星城不夜天”为
主题，以“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为主线，以新文艺群体为主角，伴随“文
明满天星”的点亮，市民共跳新年第一支
舞，迎接新年的到来。

2019年12月31日夜幕降临的黄兴
南路步行街上，一群身穿印有自己名字、
穿红蓝马甲的年轻人在交通路口劝导

“文明过马路”，在网红门店前引导“文明
礼让排队”，在小吃街口宣传“垃圾分类”
知识，在晚会活动现场维护文明秩序，他
们是长沙市青年志愿者联合会的志愿

者，也是步行街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黄兴广场大舞台上，独具魅力的新

文艺群体，他们以音、乐、艺、舞为主，为
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台喜庆热闹的晚会。

2019年进入倒计时，新晋街艺星秀
阿看以一曲《大中国》邀请现场市民用手
机电筒打亮灯光举向天空，以“文明满天
星”点亮“星城不夜天”。零点钟声响起，
现场的青年联合会代表、青年志愿者联
合会代表、新文艺工作者、步行街商户代
表、企业代表、现场的市民游客们，在全
长838米的黄兴南路步行街上，以方阵和
店铺为单位，以“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
作引领，共跳新年第一支舞，以此告别
2019，奔向2020。

湖南日报2019年12月31日讯（记
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黄丹 曹婧）2019年
的最后一天，超低早产儿小沐沐（化名）
从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顺利出
院，被妈妈紧紧地抱在了怀里。从出生时
600克增长至5950克，这个只有孕24+3
周出生的超低早产儿，经过医护人员209
天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创造了奇迹。

37 岁的黄女士是湘潭人，曾经有习
惯性流产史。2019 年 6 月 6 日，孕 24+3
周时，黄女士再次出现早产迹象，生下体
重仅 600 克的男婴小沐沐。小沐沐出生
时反应差、气促、呼吸困难，医护人员立
即对他进行了产房复苏及气管插管等积
极处理，随后转院到湖南省儿童医院早
产儿重症监护病房救治。

小沐沐是病房里的“珍贵宝宝”，因
为他当时体重最轻、胎龄最小、病情最危
重。他被安排在保护性隔离区，由专职医

生、护士进行治疗和护理。因不能自主呼
吸，呼吸机辅助他通气治疗长达169天。
为了促进小沐沐的喂养，黄女士一直坚
持母乳喂养，从最开始的1ml微量喂养，
到90ml全肠道喂养，小沐沐胃口越来越
大，身体发育越来越好。

历经 209 天，坚强的小沐沐闯过呼
吸关、感染关、喂养关等重重关卡，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随着病情逐渐
好转，为了使小沐沐更好地回归家庭，
医院还鼓励黄女士进入病房参与家庭
式护理，由专职的护士指导她袋鼠式
搂抱、喂奶、拍背、抚触等生活支持护
理，既增进母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和战
胜疾病的信心，也减少母子分离带来
的焦虑。

“经过培训，我照顾宝宝非常有自信
了，再也没有当初的紧张和不知所措
了。”黄女士说。

湖南日报2019年 12月 31日
讯（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陶宣甯）
今天下午，2019 冬之韵·长沙第四
届国际音乐艺术季闭幕式暨 2020
春之声·长沙第五届国际音乐艺术
季新闻发布会在长沙音乐厅举行。
经过连续 4 年的举办，长沙国际音
乐艺术季已经成为长沙重要的城
市文化品牌。

2020春之声·长沙第五届国际
音乐艺术季从 2020 年 1 月 2 日持
续至 4 月 18 日，历时 108 天，将邀
请来自德国、俄罗斯、意大利、澳大
利亚、泰国、法国、美国、英国等 10
个国家近 600 名艺术家带来近 30
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以及多场
公益艺术大师班、艺术讲座。本届
音乐艺术季，由代表了巴伐利亚州
管乐的最高演奏水准的德国巴伐
利亚州立交响管乐团2020新年音
乐会开幕、金色协奏曲之夜·长沙

交响乐团音乐会闭幕。
此外，本届音乐艺术季还包

含新春系列音乐会，特别邀请中
国与前苏联作为艺术交流的重要
纽带之一——莫斯科柴可夫斯基
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加盟演出
季，同时邀请有着东方帕格尼尼
之称的吕思清《梁祝》经典重现，
墨尔本抒情歌剧院将带来世界十
大歌剧之一《塞维利亚理发师》，
泰国“邓丽君”朗格拉姆、美国鼓
神史蒂夫和国际钢琴家吴牧野也
将相继亮相。

2020 年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
诞辰250周年，音乐艺术季中，将特
别开展世界三大女小提琴家之一
宓多里携手琉森节日弦乐团亚洲
贝多芬之旅巡演长沙音乐会、贝多
芬的浪漫曲2020长沙市民音乐会
永远的贝多芬·萨尔茨堡州立交响
乐团中国巡演等演出。

湖南日报2019年12月31日讯(记
者 严万达 通讯员 蒋超 赵威)2019 年
12月31日，记者从永州市举行的城区学
位建设三年攻坚消除大班额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17 至 2019 年期间，永州市消
除义务教育大班额工作实现从全省垫底
到全省先进的大跨越，计划建设187所项
目学校，现已完工137所，完成投资91.5
亿元，交付学位22.7万个，在建学位10.7
万个。预计到2020年9月项目全部完工，
累计交付学位达 33.4 万个，城区学位建

设三年攻坚行动有望圆满收官。
近年来，永州“大班额”“择校热”“上

好学”问题成为群众堵点、难点问题。永
州市委、市政府积极响应群众关切，将学
位建设和消除大班额工作当作一号民生
工程强力推进，成立市委书记任顾问、市
长任组长的高规格学位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市人大常委会连续三年将学位建设
和消除大班额工作作为一号议案督办，
市政协每年都对中心城区学位建设开展
民主监督，各相关职能部门广开“绿色通

道”，学位建设成就斐然。
永州市采取平台公司融资、财政直

接拨款、民间资金投资、EPC建设模式等
形式，解决资金难题。改建一批、新建一
批、提质扩建一批、租赁一批、托管一批，
增加学位供给。实行学生均衡编班、教师
均衡搭配、先学生编班后配教师，划片就
近入学，随机抽签编班，确保公平公正。
制定教师岗位编制、招聘录用、培养培
训、福利待遇等优惠政策，吸引优秀人才
从教。

三年强力攻坚，困扰永州教育20年
的学位建设瓶颈问题得到根本缓解。三年
来消除大班额6360个，分流超额人数8.9
万人，提前一年实现基本消除义务教育大
班额目标。2018年4月，全省消除义务教
育大班额工作推进会在永州召开，永州经
验获得推介。未来，永州将在办学条件、多
元化集团化办学机制体制改革、控辍保
学、学生资助、教育信息化、教育质量等6
个方面巩固工作成果，并努力在2021年
前完成基本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任务。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2019 年 12 月 31 日，湖南师范
大学美术教育专业研究生陈奇刚
踏进长沙市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
构的大门，立刻就被学员小汤一把
拉住：“我们一起去画画吧。”

陈奇清楚地记得几年前他第
一次来这里的情景。那时，多数学
员不愿意与人交流。“我一直很想
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直到我看到
小汤画的速写和风景画，潦草的线
条和灰暗的色彩让我感受到了隐
藏在他内心的苦闷。”陈奇说，为了
打开小汤的内心，自己陪他跑步、
聊天，慢慢地变成他的朋友。小汤
的画也逐渐色彩丰富起来。

9年来，像陈奇这样的志愿者，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有 1600 名，组成了一个
庞大的志愿团队。他们坚持每周来
这里一次，在生动的美术课堂中和
慧灵学员交朋友。没有美术材料工
具，志愿者购置带来；不会动笔，志
愿者精心制定学习计划，一对一辅
导；志愿者为慧灵学员建立成长档
案，一起外出参观展览、组织艺术
分享会……慢慢地，慧灵学员对握
画笔从陌生到熟悉，也开始能够自
如运用画笔表达情感。学员们的画
作还多次在美术馆、学校举办过展
览，进行过慈善拍卖。

“智障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
体，他们大都存在对学习缺乏主动
性、求知欲差和精神不稳定的问
题。机构没有专职美术教师，这些
年都是志愿者接力来服务学员。虽
然学员们不擅长表达，但我明显看
得出，学员们喜欢画画、做手工，变
得越来越快乐了。”机构主任高翔
感慨地说。

不仅如此，慧灵学员制作的两
道“孔雀开屏”“麻婆豆腐”菜肴还
在全国唐氏儿厨艺赛上获奖。社工
老师成立了美食小组，志愿者则协
助美食造型练习。“学了美术，孩子
们摆盘都特别好看。”高翔说，“这
不仅能锻炼生活自理能力，还为家
庭生活带来了美的生活情致，融洽
了家庭气氛。”

为了安抚学员不能自控的情
绪，社工老师和志愿者还通过开展

“美术+音乐”体验训练，来陶冶学
员情操、增强协作能力。喜欢画画、
表演的学员志理（化名），愿望是当
主持人和演员。新年临近，在社工
老师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志理与小
伙伴正在排演一部舞台剧，准备在
跨年晚会中演出。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探索生命
之美，为智障学员开办的美术课将
继续进行下去。”湖南师范大学美
术师范生“仁爱之心”志愿团队组
织者肖弋教授说。

学位建设从全省垫底到全省先进

永州3年交付学位22.7万个
提前一年实现基本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目标

以高雅音乐滋润城市文化

长沙第五届国际音乐艺术季启幕

美育滋养智障学员心灵

长沙举行2020“不夜星城”迎新年晚会

209天！从600克到5950克

超低早产儿小沐沐创造了奇迹

千人书法迎新年
2019年12月31日，衡阳市蒸湘区实验小学操场，同学们在展示自己的书法作

品。当天，该校举行迎新年千人现场书法比赛，千余名师生和部分特约学生家长在
学校操场泼墨挥毫，一起迎接2020年的到来。 王岳 曹正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