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仁县：生活上关心 政策上激励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公告

湖 南 汉 业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430000400002177）董事会成员已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变
更为：李世慰、庄学农、郭财宏、李鹏、周长春。李美心、彭振
杰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

特此公告

湖南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月7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临澧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2019 年临澧县老旧
小区改造建设项目 EPC 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
人为临澧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投资额约6006万元，现予以
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http://www.
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ggzy.changde.gov.cn）。

临澧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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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月 6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侯俊峰）近日，安
仁县委负责人专程到安仁县人民
医院，慰问在此进行康复治疗的
周实红。

周实红是灵官镇算背村党总
支书记。开展精准扶贫以来，周
实红身体长期超负荷运转。2019
年7月安仁县遭遇特大暴雨，周实
红连续几天带领党员干部在一线
抗洪抢险，累得病倒，在医院检查
时被确诊为脑梗塞，导致右边身
体瘫痪。

在安仁县，像周实红这样的
扶贫干部还有很多。为帮助他们
解决生活困难，2019 年 12 月，安
仁在全县开展“五心”（守初心、强
信心、暖人心、聚民心、共筑建设

“四个安仁”同心）走访慰问扶贫
一线干部活动。集中摸排因公受
伤、致残、牺牲，因病或意外事故
等原因导致家庭困难的党员干部
或家属，并由联系乡镇的县级领
导一一上门走访。此次“五心”走
访活动共摸排慰问扶贫一线干部
52名，发放慰问金9万余元。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安仁
县把关爱扶贫一线干部放在首位，
每年都进行专项走访慰问。2017
年，结合村（社区）“两委”换届，专项
走访扶贫一线村干部和当
年退岗干部 400 余名；
2018年度又安排专项慰
问资金8万余元，对因患
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
家庭困难的驻村帮扶工作

队员，进行走访慰问。
同时，为激励干部在脱贫攻

坚一线建功立业，安仁县出台做
好脱贫攻坚一线干部关怀激励工
作的实施办法等文件，从政策层
面明确用人导向，坚持让有为者
有位、吃苦者吃香、流汗流血牺牲
者流芳。全县先后有93名扶贫干
部得到重用、75 名扶贫干部得到
提拔，增加了扶贫一线干部干事
创业的动力，进一步巩固了脱贫
摘帽成效。

湖南日报 1月 6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周玉意 孙彬）每
到周末，邵阳市北塔区茶元头街
道周末课堂一片欢声笑语：许多
留守儿童在志愿者带领下，聚在
一起学习绘画、音乐、书法等；还
有数十个孩子在学习中国传统武
术和舞龙舞狮。目前，该街道已
举办周末课堂 100 余次，参加学
习的儿童有400多人。

举办周末课堂，是茶元头街
道推进全民学习的举措之一。
2019 年，该街道通过打造周末课
堂、家长课堂、市民课堂、科技课
堂、党员课堂等“五大课堂”推进
全民学习，积极开展学习型街道、

社区（村）、家庭等创建工作，为创
建国家文明城市作出应有贡献。

“五大课堂”学习内容主要围
绕拓宽知识、提高素养、发展产
业、美化环境、加强党建等进行设
置，每课堂都针对特定的群体。
留守儿童周末课堂主要帮孩子拓
宽视野，培养学习兴趣，促其健康
成长；家长课堂主要通过举办家
长沙龙等活动，让家长交流经验、
提高素养；市民课堂主要通过搭
建“乡村大舞台”等，推动乡风文
明；科技课堂围绕优势特色产业
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等，开展点单
式技能培训；党员课堂面向全体
党员，开展主题教育学习等。

茶元头街道还以村级党建综合
服务平台为支撑，整合各村（社区）
志愿者队伍，建立红色联盟服务网
络体系。组织有关人员，走村串户
了解群众需求，确定学习主题，在村
级党建综合服务平台建立学习点，
通过开展亲子诵读赛、潇湘群众文
艺竞演等活动，满足各年龄段、各群
体学习需求，让群众听得懂、学得
进、受教育、见行动。

目前，茶元头街道形成了全
民参与学习的浓厚氛围。科技课
堂开设了蔬菜种植、蘑菇种植、家
禽饲养等培训班，吸引 500 余家
庭参加。党员课堂已创建 8 个讲
习所，培训党员1000多人次。

新年第一单

世界500强项目落子长沙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唐璐 金慧 通讯员 王浩）新

年伊始，长沙招商引资工作迎来“开门红”。昨天，长沙望城经
开区与益海嘉里集团举行签约仪式，总投资15亿元以上的

“益海嘉里湖南粮油食品生产加工基地”项目正式落子长沙，
长沙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再添重量级新成员。

该基地项目，由世界500强企业丰益国际集团投资建
设。丰益国际集团是世界领航的农业综合型跨国粮油企业
集团，为全球“一带一路”沿线提供粮油制造服务。益海嘉
里集团作为丰益国际集团在中国的子公司，是中国最强食
用油供应商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在深圳等主
要城市投资设立40多家工厂和多家贸易公司，并成功塑造
出“金龙鱼”“欧丽薇兰”等国内著名品牌。

据悉，益海嘉里湖南粮油食品生产加工基地用地
350 亩，主要从事压榨、油脂、面粉、水稻加工等生产业
务，将打造集区域总部经济、智能制造、现代农业和现代
物流为一体的食品加工全产业链旗舰项目。预计2021
年7月部分建成投产，2022年7月全面建成投产，投产达
效后年产值高达80亿元。

邵东星沙物流园开园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刘眧云 魏志刚)1月3日，邵东星沙物流园正式开
园。该项目是“十三五”省重点规划项目，是我省中西部地
区规模最大、配套最全的现代物流园区。标志着邵东市成
功打造现代化智慧物流园区，物流行业实现转型升级。

该项目一期占地228亩，总投资7.8亿元，总建筑面
积27万平方米，是集物流办公、综合服务、商务信息、物
流配送与仓储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物流基地。

近年来，邵东紧紧围绕打造“中部地区商品物流集
散区”目标，立足“建设大市场、发展大商贸、构筑大物
流”，加快传统市场商贸物流升级改造，建成了以国际商
贸城、星沙物流园为龙头的现代商贸物流平台，打造了

“商通天下”的邵东市场商贸物流升级版。
目前，邵东拥有近 300 家物流公司、160 条物流线

路，覆盖了全国80%的县(市、区)，公路物流线路已通达
全国所有地级市和 70%以上的县城，物流业务涉及缅
甸、老挝2个国际边贸区，货物日吞吐量40余万件，成为
中南地区最大的物流集散地。300 多家自营进出口企
业、2000 多个海外销售平台，有力推动了“邵企出海”

“邵品出境”。

长沙县春节
“文旅大餐”备好了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晋小梨）长
沙县春节“文旅大餐”备好了。1月4日，长沙县2020年特
色文旅线路产品发布暨“百村千品”成果展活动在长沙县果
园镇举行，长沙县2020年春节特色文旅线路发布。北部一
日游，南部一日游、两日游3条春节旅游线路和产品，活动丰
富、亮点纷呈。游客们既可以在浔龙河逛庙会、看花灯，在田
汉文化园缅怀革命先烈、接受戏剧熏陶，还可以在金井畅游
三珍虎园、陶公庙会赏非遗展演。

当天，田汉艺术小镇湖湘民俗园正式开园。湖湘民
俗园以“土食材、土工艺、土器皿”为亮点，汇集了湖湘饮
食、手工艺等传统文化，是城市近郊休闲旅游目的地。
现场展示的长沙县“百村千品”洋槐蜜、风吹肉干、有机
大米、手工蛋卷、红酒、葡萄柚等特色产品令人垂涎。

近年来，果园镇以“田汉故里、大美果园”为品牌，建
设田汉艺术小镇，布局了浔龙河亲子文化园、田汉文化
园等重大文旅项目。日前，田汉艺术小镇获评湖南省十
大特色文旅小镇，田汉文化园获评国家4A级景区。

产业项目建设年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谢
璐 通讯员 葛晓磊）1月6日，长沙
铜官窑陶瓷艺术展在澳门教科文
中心开幕，展出铜官窑陶瓷作品40
余件（套）。

长沙与澳门同为“海上丝绸之
路”重要节点城市。2019 年 5 月，
两座城市同时加入“海上丝绸之路
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举办
这次展会，将对两座城市携手推进
申遗工作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这次展会由澳门基金会主办，长

沙市望城区委宣传部指导，澳门旅游
文化交流促进会与望城区文化创意
产业协会承办。开幕式上，望城区委
宣传部副部长黄跃新向澳门基金会
赠送“莲心壶”。由铜官陶艺大师创
作的“莲心壶”取象征澳门的莲花为
型，以铜官窑传承千年的釉下多彩技
艺调制“澳门绿”“中华红”，寓意澳门
与祖国“心连心”。

据了解，这次展会为期 6 天。
其间，铜官陶艺大师将与澳门各界
进行广泛交流互动。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见习记者
肖霄）1月6日，记者从邵阳市十六届
人大六次会议上了解到，该市三一专
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去年创产值
104亿元，实现百亿企业零突破。

2006 年，三一专汽落户邵阳。
作为一家装备制造企业，三一专汽
始终抓住智能制造主攻方向和关
键环节，狠抓产品研发和生产装备
改造升级。该公司每年8月举办科
技节，评选表彰优秀研发成果，激
发员工研发积极性，形成“创新驱

动”浓厚氛围。
2018年，三一专汽全面实施数

字化改造，新品上市速度加快，生产
效率提升，生产成本降低，产品质量
提高。2019年，该公司环保智能自
卸车新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被评为
全省重大产品创新优秀项目。

通过扩产提质，三一专汽建成全
球最大的工程搅拌车生产基地，销量
占全球份额20%。该公司开发的智
能环保渣土车销往全国40多个城
市，并出口东南亚、南美等地。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张颐
佳）近日，长沙市开福区经济工作会议
召开。会议透露，2019年该区以“产
业项目建设年”“营商环境优化年”为
抓手，铺排重大项目83个，完成投资
335亿元，新引进过10亿的项目8个，
过亿元的项目25个，成功入选2019
年中国城区综合竞争力百强区。

尤其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该区
紧抓金霞经开区获批陆港型国家
物流枢纽的契机，聚焦医疗物流行
业抓突破，新引进湖南医药、重庆
医药等项目 17 个，2019 年完成医
药物流销售过200亿元，占长沙市
半壁江山，全省三分之一。

同时，该区抓紧建设国家跨境
电商综合实验区，新签约引进百事
泰、环金科技等总部企业，率先在
全省成立跨境电商生态产业联盟；
中欧班列全年发运411列、发运量
跃居全国城市第五位。

开福区委书记曹再兴说，此次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推动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开福区将进一步聚
焦视频文创、现代物流、金融商贸、
智能制造 4 大支柱产业，用 3 年时
间，形成3个500亿到1000亿元的
产业集群，为推动省委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和长沙打造“三个中
心”目标贡献积极力量。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蒋静 王庚娣

1 月 6 日，永州市冷水滩区黄
阳司镇水口桥村村委会门前大桌
上，一摞摞现金垒成金字塔状，让
人望着“眼馋”。这是村里在举行
分红大会。

村民们排着队，领取属于自己的
那份红利，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村民屈昭云领到8346 元后激动地
说，除了种植收入，还能获得分红，太
好了！非常感谢驻村帮扶工作队和
村干部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水口桥村曾是贫困村，全村495
户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8户。为斩

断穷根，该村在驻村帮扶工作队帮扶
下，成立青蒿种植合作社，大力推行

“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
带动贫困户抱团发展，通过安排就
业、直接帮扶、委托帮扶等方式建立
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目前，贫困村
民已实现脱贫。

2019年，水口桥村共种植青蒿
1200亩，其中合作社签订土地流转
合同 807 亩，带动全村 158 户发展
青蒿种植产业，共收购青蒿干叶
120 多吨。仅此一项，村集体给村
民分红18万多元。

村党支部书记屈顺峰说，2020
年，将扩大种植面积，让村民获得
更多分红。

湖南日报 1月 6日讯(通讯
员 王明义 见习记者 李杰)“李医
生、罗医生，是你们精湛的医术把
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我特
地来感谢你们。”1月4日，常德市
临澧县烽火乡兰田村村民张志新
将一面“妙手回春、医术精湛”的
锦旗，送到临澧县中医医院心脑
血管科，表达感激之情。

4个月前，年过6旬的张志新
意外摔倒不省人事，被救护车送
到临澧县中医医院心脑血管科。
值班医生罗承勇检查发现，张志

新颅内出血量达50毫升，出现大
面积脑梗塞，病情十分危急，必须
立即手术。

“患者出血量较多，多器官功
能衰竭，手术难度很大。”“病人意
志模糊，生命危在旦夕，手术风险
大。”术前会诊，部分医护人员担
心手术失败酿出医疗事故，建议家
属将患者转至市级医院抢救。

从临澧县城到常德市城区约1
个小时车程，患者途中病情恶化怎
么办？“不行，救人如救火，哪怕只有
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都要付出百

分之百的努力！”罗承勇的话音刚
落，该院心脑血管专家、院长李小平
当即拍板：“马上请骨科颅脑手术专
家会诊，立即手术！”

5 个小时的颅内血肿微创清
除术后，张志新被转入重症监护
室。经过近10天的精心治疗，张
志新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医院
还为他制定中药内服、功能锻炼
相结合的治疗方案。在医务人员
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张志新逐渐
恢复了正常的肢体功能。如今，
老人已行走方便，能够生活自理。

湖南日报1月 6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唐志卓）精彩的舞龙、嘹亮的
歌声、激情洋溢的舞蹈……1 月 6 日下
午，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安仁县龙海镇
茨冲村文化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湖南第九届农民工春晚安仁分会场设在
这里，一个个节目精彩上演。

“湖南农民工春晚”是由省文旅厅、
省扶贫办、省人社厅指导开展的一项群
众性节日文化活动。安仁分会场的“春

晚”在扇子舞《我的祖国》欢快的节奏中
拉开帷幕，随后歌伴舞《不忘初心》、武术

《少年中国》、小品《扶贫轶事》、大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等精彩节目逐一上演，
给新年增添了喜庆和欢乐。

演出现场没有华丽舞台，没有明星
大腕，但引来了周边五六个村几千名观
众，大家看得津津有味，不时热烈鼓掌。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平时很多年轻人外
出打工，村里显得有些冷清。一场农民

工春晚，“点燃”了寂静的村庄。上演的
带着泥土味的节目，表现家乡新人新事
新风尚，让人看了感到特别亲切。

“今年农历小年和元宵节，我们村里
还将举办大型‘村晚’。”茨冲村党总支书
记侯六苟乐滋滋地说，很多在外务工的
年轻人和农闲在家的妇女早在一个多月
前，就出谋划策、编排节目、筹措经费，共
同筹办一台属于自己的晚会，让村里“年
味”更浓。

“五心”走访温暖扶贫一线干部

扩容提质 创新驱动

邵阳实现百亿企业零突破

铜官窑陶瓷在澳门展出
长沙、澳门携手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申遗

开福区2019年完成
医药物流销售200亿元

贫困村里喜分红

安仁举办农民工春晚

医生妙手施仁术 患者感恩送锦旗

文化进万家 送福十八洞
1月6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右二）在为村民书写春联。当天，“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中国美协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来到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活动，为当地村民赠
送书籍、美术作品，现场书写春联100余副，为村民送去新年的祝福。 吴建斌 摄

技能送下乡 村民好就业
1月5日，宁远县禾亭镇蒋家塘村，老师给村民传授病人日常护理技

能。近年，该县采取送技能培训下乡、家门口授课、学成后推荐就业的方
式，帮助5000余名农村妇女、贫困劳力稳定就业，促进增收。 乐水旺 摄

武陵区审理一起
“套路贷”涉黑案件

涉案金额6000余万元
湖南日报1月6日讯（通讯员 李思缘 记者 鲁融

冰）今天上午，由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被告人李某明等41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诈骗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妨害公务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
案，在武陵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据悉，该案是一起典型的“套路贷”涉黑案件。公诉机
关指控，李某明等人在长期违法犯罪活动中，逐渐建立起一
个以实施“套路贷”系列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内容的黑社会
性质犯罪组织。该组织从2016年8月开始，利用开设的多
家公司专门从事“套路贷”业务，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被
害人签订“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
额、制造虚假流水、恶意制造违约等方式实施诈骗犯罪。为
攫取非法利益，该组织采用暴力、威胁或滋扰、纠缠等“软暴
力”手段，共实施诈骗、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一系列“套路
贷”违法犯罪活动236起，涉及金额6000余万元，非法获利
2800余万元，受害群众达200多人。

由于该案涉案被告人众多、案情复杂，预计整个庭
审将持续一周左右。

“五大课堂”掀起全民学习热潮
北塔区茶元头街道：积极开展学习型街道、社区（村）、家庭等创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