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公安局监管
中心（一期）建设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已具备公开招标条
件，招标人为常德市公安局，投资额约1850.02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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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zy.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1月9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092020年1月11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龚柏
威 通讯员 李倩云 阳水成）近日，桃
江县人民法院收到原告姚某诉被告安
化县人社局工伤认定一案的行政起诉
状。为便利当事人，桃江法院组成合
议庭前往安化法院巡回审理此案。经
审理，发现安化县人社局作出的工伤
不予认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
律错误，遂责令该局重新作出工伤认
定决定。

从 2018 年 7 月 1 日起，益阳市实
施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确定
桃江县人民法院和沅江市人民法院为
集中管辖法院。建立集中管辖法院和
非集中管辖法院协调配合机制，结合

网上立案、跨域立案，使当事人起诉、
提交诉讼材料等均可在任意法院进
行。在非集中管辖法院提起诉讼的，
将诉状及诉讼材料等移送至集中管辖
法院。集中管辖法院受理后，制作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书，采取
邮寄、电子送达等方式，随起诉状副本
等一并送达被起诉行政机关。如行政
机关消极应诉，则发出司法建议书。
并与相关区(县、市)法制办建立联动机
制，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诉情况纳入
年度考核。

益阳中院加强对集中管辖法院的
业务指导，抽调精干力量配齐行政审
判团队。在案件审理中，坚持简案快

审、繁案精审、同类型案件合并审理。
集中管辖法院积极开展巡回审判，以
减轻当事人诉累，减少行政机关对行
政案件审理的不当干预。法院还与相
关单位建立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工作
联席交流机制，上门进行法律指导。

2019年，桃江、沅江两个集中管辖
法院共受理行政诉讼案件679件，已审
结654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
增至 74.9%。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审判
工作越来越有信心，从不敢告、不愿告
逐渐变为积极行使诉权。一些行政机
关也从以前寻求从外围干扰司法，转
变为积极主动应诉，自觉接受司法监
督。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李曼
斯 通讯员 荆红叶）“民兵渠的水变清
后，我的生意都好了不少。”1月9日，在
宁乡市白马桥汽车站附近开餐馆的喻
芬告诉记者，以前民兵渠里常年淤积，
污水横流，垃圾成堆，散发着一股臭
味，附近餐馆生意难做。2019 年下半
年，经过几次清理，附近居民发现渠水
变清了，臭味消除了。记者了解到，宁
乡城区东沩溪、化龙溪、朝阳溪、正农
溪、民兵渠“四溪一渠”均实现了从“臭
水沟”到生态河的转变。

为加强城区污水治理，宁乡市成立

专门的领导小组，制定了《宁乡市“除臭剿
劣”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通过采取控源截污、排口整治、
清淤疏浚、垃圾打捞、生态补水等措施，对
穿过城区的“四溪一渠”加强治理，清淤超
过 7500 米，168 个排污口全部完成整
治。禁养区内，1005家规模养殖场悉数
退出，沩江岸边“鸡飞猪叫”成为历
史。同时，对原有污水处理厂实行
扩容提质，日处理能力提高到22.61
万吨，排水标准由国家Ⅰ级B提升
到国家Ⅰ级 A。监测数据显示，
2018年9月以来，沩江双江口出境

断面水质持续稳定达到Ⅲ类。
2019 年底，宁乡市城区化粪池清

掏整治 100%清零，城区段进入沩江劣
V 类排污口整治 100%清零，城市建成
区黑臭水体整治 100%清零，实现了沩
水水环境治理“Ⅱ类水质进城区、Ⅲ类
水质出宁乡”。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鲁絮 向明菊）

“春运第一天收到春联，感觉很温
暖、很温馨，带着这份美好踏上旅
途。”今天，在张家界西站（高铁
站），山西旅客王群拿着心仪的春
联，笑容满面。

1月10日是春运首日，张家
界西站（高铁站）候车厅举办“平安
黔张常、路地大联防‘五福迎春’爱
车护路”宣传活动，为旅客“送福、
揭福、拍福、贴福、唱福”，让旅客留

下美好的春运乘车体验。
“ 回 家 是 一 件 很 温 暖 的

事。一出车站，就收到了红红
的春联和大大的‘福’字，感觉
很幸福。”刚刚返家的屈先生高
兴地说。面对这份特殊的新年

“礼物”，不少旅客纷纷停下脚
步，领取春联书法作品。

据统计，活动当日，主办方
还为旅客发送安全宣传资料
2000 多份，帮助重点旅客 100
多人次。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见习
记者 王梅 通讯员 温建荣）今天
上午，记者从衡阳火车站2020年
春运发布会上获悉，衡阳火车站
春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78万人
次，日均发送旅客最高峰将突破
4万人，该站将组建“二台四队”为
春运保驾护航。

据了解，衡阳火车站将组织
900余人参与春运工作，并组建

“二台四队”，竭力为旅客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二台”即车站内广
场设置“雁之情”党团员服务台，
在候车大楼一大厅设置党团员导
乘台。“四队”即“雁之情”帮困服
务队、候车室重点旅客帮扶引导

服务队、站台乘降组织突击队、天
桥防护突出队。积极做好旅客购
票、乘降引导、秩序维护、帮助特
殊重点旅客等便民利民服务以及
各类客运信息咨询工作，为广大
旅客营造安全、优质、和谐的春运
之旅。

此外，衡阳火车站将对车站
内照明、供暖、供水设施设备进行
更新完善；在售票处、验票口和广
场临时候车区内搭设临时风雨
棚，在室内搭建封闭式母婴候车
室，在卫生间“残疾人厕位”安装
求助报警器，努力将服务工作做
到细致入微，为旅客春运出行保
驾护航。

省豆制品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在武冈成立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林
立东）1 月 9 日上午，湖南省豆制品加工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在武冈市挂牌成立，为我省豆制品加工
行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创新发展平台。

豆制品加工是武冈市传统优势产业，以其传统
卤水点浆工艺制作出来的豆腐具有鲜、嫩、香、细、软
等优点，无论水煮、烘焙或煎炸均口感极佳。该市87
家规模企业中，豆制品加工企业达38家，占规模企业
总数43.7%，年创工业总产值37.6亿元。

湖南省豆制品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后，将以服务豆制品企业、服务产业为宗旨，以推广
新技术、新工艺、新原料为手段，通过资源共享、强强
联合，推动豆制品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鲁融
冰 通讯员 童宗平 范晖）今天上午，
记者在汉寿县围堤湖垸蔬菜基地看
到，恒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
理带领工人，冒雨将一袋袋大白菜装
上7辆外地来的货车。据介绍，入冬以
来，汉寿县新鲜蔬菜日均外销 3000 余
吨，可持续到今年5月。

正值隆冬，汉寿县的大白菜、莴笋、

辣椒等20万亩冬季蔬菜迎来丰收，引来
全国各地的采购者。一些客商住在附近
旅社里，催促菜农抓进度打包装车。“汉
寿蔬菜品种多、品质好，在哈尔滨很受欢
迎。”黑龙江客商郑晓明告诉记者，他已
在这里住了10多天，每天都会安排一车
蔬菜发往哈尔滨。

汉寿县地处洞庭湖畔，土壤肥沃，气
候湿润，蔬菜生长条件得天独厚。近年

来，该县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之路，采取规
划引领、科技领航、产业融合等举措，推
动蔬菜产业快速发展，实现“藏菜于农”

“先储后运”，有力保障了市场供应。
目前，汉寿县蔬菜种植面积 42 万

亩，年总产量近130万吨，总产值18.5亿
多元，产品远销日本、俄罗斯、阿联酋
等国家和地区。蔬菜生产面积、专业
蔬菜基地规模以及专业合作社水平、
营销网络、新技术推广等，均居全省第
一。

巴陵石化去年获授权专利28件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

记者今天从巴陵石化公司获悉，去年该公司共申请专利
44件，获授权专利28件，比上年新增授权专利6件。

其中，“一种可注射发泡的苯乙烯属单体－二烯
烃共聚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由巴陵石化首席专
家梁红文等科研人员研发，已获中国、美国、西班牙、
新加坡等 8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利授权。“一种由偶联
法制备的含共轭二烯烃的苯乙烯类嵌段聚合物的选
择氢化方法”，获得第21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巴陵石化 2018 年被命名为中国石化创新型企
业。该公司坚持创新驱动、科技兴企，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创新发展之
路，科技创新对企业效益贡献率达70%以上。目前，
已累计申请专利795件，获授权专利405件。

《湘西百年影像实录》发布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见习记者 李孟河)今日

下午，《湘西百年影像实录》新书发布会暨赠书仪式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举行。

《湘西百年影像实录》图文并茂，涵盖湘西州发展的
方方面面。生动真实地记录了湘西州140多年——从
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变迁，从
视觉的角度重新审读湘西地区不平凡岁月的历史脉
络，展现了湘西 100 多年的血雨腥风、波澜壮阔、可
歌可泣的发展历程，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该书的主编陈庭茂，以前是湘西州《团结报》的新闻
摄影记者，人称老茂，2010年底退休。陈庭茂先后加入
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新闻摄影协会、湖南省摄影家协
会，现为湘西州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陈庭茂从事新闻
摄影工作40多年，在国内外地市以上报刊杂志、影展影
赛发表展出各类摄影作品6000多件，有100多件作品
获国家级、省级各类大奖。1994年，获得湘西州首届

“十佳记者”，2006年获全国地市报“百家摄影记者”称
号和湖南省“十佳记者”提名奖。

通讯员 张军 向祥武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莫成

“今年卖了 2500 公斤青蛙，收入
8 万多元。”1月8日，站在养殖池边，张
文东扳起手指为记者算起了自己的养
殖账，“现在池塘还存有青蛙 3500 多
公斤，可卖10多万元。”

“是石部长和县老科协的帮扶给
了我信心。”张文东曾是龙山县茨岩塘
镇中山村建档立卡贫困村民，他告诉
记者，如今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以前
想都不敢想。

张文东口里的“石部长”，指的是
龙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石红梅，也是
张文东脱贫的联系干部。

今年 37 岁的张文东是个苗族小

伙，从小因家境贫困，读完初中就再没上
学。成家后，由于家庭困难，妻子外出打
工就再也没回来，家里剩下10岁的儿子
和年迈的双亲，日子过得紧巴巴。

2016 年，龙山县委组织部对口联
系茨岩塘镇。石红梅了解到张文东一
家的困难后，决定把张文东作为自己
联系户和科技示范户，同时把龙山县
老科协的一班科技精英请到张文东家
研究脱贫规划。

“帮钱帮物，不如发展个好项目。”
2017 年，龙山县委组织部投入部分资
金，帮张文东种了 2.7 亩大棚蔬菜，养
了 0.5亩泥鳅和黄鳝。当年底，张文东
获得近万元收入。

传统产业风险小，但效益并不高，
有没有周期短、见效快的产业可以引

进发展？
龙山县老科协多方调研比对，发

现蛙类养殖市场潜力大、效益显著。
2018 年初，县老科协组织张文东外出
学习养殖技术，还为他申请贷款、提供
建材，帮助他修建养殖场地……

就这样，在多方努力和精心指导
下，张文东的产业越做越大，2019年纯
收入超过 15 万元。同时，张文东还为
10 余户村民提供蝌蚪种，带领他们搞
青蛙养殖。

“2020年，我准备建一个青蛙养殖
合作社，发动村民们一起搞！”走上富裕路
的张文东并不满足，他有了新的目标，“我
是精准扶贫政策下富起来的，有义务带
动更多贫困村民脱贫致富。”

隆冬时节，万物尽藏，中山村一
片静谧。蛙池里，青蛙在冬眠，它们
积蓄力量，正酝酿着春来后的声声蛙
鸣……

去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增长到74.9%

“集中管辖”方便“民告官”益阳

加强城区“四溪一渠”治理

“除臭剿劣”实现“三清零”宁乡

汉寿蔬菜日销3000余吨

声声蛙鸣唱“富歌”

全省首个青少年化石修复实验基地开放
1月10日，湖南省地质博物馆内，来自长沙市第二十一中学初三(1)班的学生在地小博自然探索中心实验站通过专业设

备观察了解古生物化石。当天，全省首个青少年化石修复实验基地对外开放。同学们在科学老师的讲解指导下，通过化石
修复、挖掘体验，了解化石的年代，掌握化石的基本结构，激发学习地质知识的兴趣。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致富不忘反哺乡里
1月10日，慈利县通津铺镇千步岗村，爱心人士为困难村民献爱心。当

天，数名在深圳、佛山和长沙等地发展的企业家回到家乡，开展“感恩同心 你
我同行”爱心活动，通过捐款捐物和资助贫困学生读书等方式，支援家乡的发
展和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唐剑波 摄影报道

张家界“五福迎春”送平安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通讯
员 王玖华 杨特 廖富祥）近日，
双峰县花门镇黄山村49岁的村
民赵玉林，兴冲冲地向镇党委镇
政府报喜：讨回了2年的血汗钱。

2019年10月18日，赵玉林
从广东顺德返乡，正碰上镇里法
治教育“大讲堂”在村里开讲。听
完讲座后，他拿起法律“武器”，请
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一道赴广东
顺德依法“讨薪”，最终讨回了2
年共12.5万元的血汗钱。

针对少数群众法治观念淡
薄的情况，去年，花门镇开设法
治教育“大讲堂”，并出台实施
方案，建立职责机制，集聚司法

力量，打出镇、村、校三级联动
“组合拳”，使法治宣讲进机关、
进学校、进村部。去年，全镇集
中宣讲21场次，2.5万人喜尝丰
富多彩的法治教育“大餐”，有
效提升了村民法治观念。

法治教育“大讲堂”，“讲”出
了新气象，“讲”出了新风貌。全
镇31个村，村村建立了矛盾纠纷
调处站点，“有事找法”成为新常
态。去年，镇司法所调解农民工
劳务纠纷46起，讨回农民工工资
及贷款150多万元；花门法庭受
理民事纠纷300多起，节省群众
开支500多万元，有力维护了当
地社会和谐稳定。

衡阳火车站“二台四队”
为春运保驾护航

法治教育“大讲堂”讲出新风貌
双峰花门镇“有事找法”成为新常态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
者 杨玉菡 通讯员 王全）今天，
2020年益阳青年志愿者服务春
运“暖冬行动”启动仪式在益阳火
车站举行，益阳团市委、益阳创文
办、益阳火车站等部门单位以及
该市15家志愿服务组织的100
余名青年志愿者参加启动式。

启动式现场，志愿者进行心
肺复苏培训演练后，分散到火车
站、汽车站等地，为广大旅客提供
安全知识宣传、引导文明乘车、维
持上下车秩序、帮提行李等志愿
服务。

此次“暖冬行动”以“青春志

愿行，温暖回家路”为主题，将持
续到2月18日春运结束。益阳市
将组织青年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团
队，在益阳市火车站、道路客运
站、高速公路服务区等重要场所，
集中开展秩序维护、咨询引导、帮
扶重点旅客、交通安全劝导、应急
救援等志愿服务。

益阳团市委还将依托“暖
冬行动”，开展“爱故乡·回家
乡·兴吾乡”“来自益阳的一封
家书”“送春联·送福字”等特色
活动，并面向贫困群众、留守儿
童、在外务工求学群体等，开展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益阳启动春运“暖冬行动”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张
九州 刘彬）今天是全国第34个“110宣传日”。记者
从长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获悉，2019年，长沙警
方累计接听群众110报警电话130万余个，共受理群
众有效警情45万余起，其中为民排忧解难8万余起，
调处各种纠纷9万余起。

据介绍，目前长沙警方还专门针对电信网络违
法 犯 罪 开 通 了“96110”反 电 诈 专 线 。 2019 年 ，

“96110”接受电信网络诈骗警情 1.5万余起，成功止
付银行卡6000余张，成功止付、劝阻金额4.2亿元。

长沙警方提醒，目前，110 受理和管辖的 7 类情
况分别为：刑事案件，治安案（事）件，危及人身、财产
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自然灾害、治
安灾害事故，火灾、交通事故，其他需要公安机关紧
急处置的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报警，危及公共或群众
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求助，以及公安机关及人
民警察正在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市民在遭遇上述
情况时，可及时拨打 110 报警。如遇特殊情况不方
便电话报警，或报警时对所处位置不熟悉，可通过

“长沙公安 110 微信报警平台”一键报警。目前，该
平台可定位群众报警地址，实现派警、出警、处置的
全流程跟踪，有效提高接警效率。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何
鸽波）“前几天我们在一个小区监督检查时，发现一
辆私家车占用了消防车通道，依法强制将车辆拖离，
对车主进行传唤、询问和教育，并处以罚款。”1月10
日，记者在郴州消防采访，支队负责人介绍。

从 2020年 1月起，郴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交
警、城管、派出所等相关职能部门，启动畅通“生命通
道”集中治理行动，重点治理消防车通道占用、堵塞、
封闭以及高层住宅室内，消火栓不能正常供水等突
出问题。该专项治理行动将持续至5月底，旨在通过
攻坚行动集中施划消防车通道标线标志、清理消防
车通道障碍物、查处消防车通道停车占用行为、检测
维修室内消火栓系统、查处消防管理履职不到位问
题、开展宣传曝光工作，推动全社会形成共识，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彻底畅通“生命通道”。

同时，郴州市积极推动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开
展自治行动，及时拆除妨碍消防车通行的护栏、限高
杆、拦车桩等，并要求物业公司把消防车通道、疏散
通道畅通情况纳入每天巡查检查内容。

截至目前，该市今年已纠正各类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100余起，清理整治消防通道60余条。

郴州消防集中治理“生命通道”

去年长沙110
受理有效警情45万余起

开通“96110”反电诈专线，成
功止付、劝阻金额4.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