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长制”激活空中财富

·精彩湖南·

近日，宁远县将位于县城以及城
郊的十小、八小、十中等学校挂牌确立
为“暖阳学校”，意为让留守学生沐浴
在暖阳之下，对他们给予更多更好的
监护、关爱和温暖。

宁远县是务工大县，少年儿童留
守现象不少，为进一步加强留守学生

的管理和教育，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县里落实免费义务教育和教育资
助政策，确保了农村留守儿童不因贫
困而失学。教育部门对留守学生进行
全面调查摸底，制订了留守学生帮扶
方案，对留守学生实行寄宿制或中餐
制就学。目前，大部分中小学校都成

立了“留守儿童之家”，对留守儿童进
行分类管理。设立了“心理小屋”。还
实行“代理家长”制，通过“代理家长”

“爱心爸妈”等方式开展系列帮扶活
动。将靠近城区的学校确定为“暖阳
学校”，实现“大人们在家门前就业、孩
子在家门口就学”，让他们感受到大家
庭的温暖。

（欧阳友忠 郑会军 李慧敏）

宁远关爱留守学生

近日，宁远县纪委选取了 10起巡
察发现的典型事例在全县范围内进行
通报，进一步发挥了“问责一个、警醒
一片”的震慑效果，回应了一些基层群
众的诉求，这是该县通过巡察助推基
层治理能力提升取得的新成效。

2017 年以来，宁远县委秉持“推
动解决问题是巡察工作落脚点”的工

作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巡察“后半篇文
章”，把巡察成果体现在整改责任的落
实上，体现在长效机制的建立上，真正
实现成果运用最大化，确保巡察成果
颗粒归仓，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目前，
宁远已完成六轮巡察，共发现问题
823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0人，组织
处理 53 人，其中立案审查单位正职 7

人、免职单位正职3人、调整岗位6人、
留置 1 人、移送司法 7 人；督促被巡察
单位立行立改 270 条，建立长效制度
33个。2019年上半年，县委巡察组对
县教育局进行了常规巡察，对群众反
映上学难等问题及时汇报，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全年
新增学位 1.4 万个，化解大班额 623
个，补充新增教师 343人，有效解决了
上学难等问题，社会各界反映良好。

（欧阳友忠 林巡轩）

宁远通过巡察助推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
以下债权及附属权利进行处置：

1、湖南省康杰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等 125 户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处置，
截 至 基 准 日 ，债 权 总 额 2,987,008,
641.17 元 ，其 中 本 金 2,224,413,
469.73 元，利息 756,392,288.89 元，
代垫费用6,202,882.55元。

2、浏阳市金钟出口花炮厂（普通
合伙）等 105 户债权，截至基准日，债
权总额 348,643,818.64 元，其中本金
298,665,812.35 元 ，利 息 49,573,
505.29元，代垫费用404,501.00元。

3、湖南洞庭珍珠开发有限公司

等 11 户债权，截至基准日，债权总额
25,879,084.92 元，其中本金 10,038,
028.57元，利息15,841,056.35元。

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基准日、抵
押物以及瑕疵等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
网站http://www.hunanamc.com/。

交易对象：详见公司网站。
处置方式：分户、组包转让、整体

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

款。
公告日期及有效期限：上述债

权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

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上述信息仅供参考，
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
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张先生 盛女士
0731-85196840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城南西路3号财信大厦七楼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电话：0731-85196049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
考，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4日

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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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记者 姜
鸿丽）无人车操控、机器人拼装、艺术
表演、茶艺礼仪、儿童画展……1 月
10 日，常德市武陵区第一小学举办
2019年课后服务质量验收暨社团嘉
年华活动，1800 多位学生和家长沉
浸在40多个社团的展示、展演中。二
年级学生陈姝瑾的妈妈陈星感慨道：

“课后服务不仅解决了我们双职工家
庭接送孩子、辅导学习的压力，还让
孩子在各种社团活动中快乐、健康成
长。”

去年，常德市着手落实落细教育
部和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
后服务工作的部署，充分发挥中小学
校课后服务的主渠道作用，把该项工
作作为市政府突出解决的民生实事，
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解决家长因下

班与放学存在“时间差”而造成的接
送难问题。

常德市教育主管部门围绕服务
时间、服务内容、安全保障、收费标准
等问题，展开多次调研，最终在全市
城区、县城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
中，确定 28 所校内课后服务试点学
校。试点学校以小学中低年级学生为
重点服务对象，按照学校为主、自愿
选择、规范服务的原则，分步实施，稳
妥推进。周一至周五下午放学后，开
展每天不超过 2课时的课后服务，辅
导学生完成作业、自主阅读。并
围绕学生兴趣爱好，引入社会
机构，开展体育、艺术、科普、娱
乐游戏、拓展训练、观影、社团
等活动，实行学生弹性离校。

该市严格规范课后服务行

为，严禁各学校借机开展学科性集中
教学活动，以及变相组织集体补课；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消除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制
度，严禁学校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
费，学校在期末向家长公示服务费收
支情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去年，常德市试点开展校内课后
服务惠及 3 万多个家庭。2020 年，该
市将全面推开校内课后服务，让学生
开心，家长安心，老师尽心，学校用
心，社会放心。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记者 吴
广 通讯员 谢江 杨莎莎）“在家门口
就能上工，多亏有了扶贫车间，挣钱
顾家两不误。”1 月 8 日早晨，汨罗市
长乐镇青狮村贫困户杨习桂在等候
上班“专车”时告诉记者。目前，汨罗
市已建成扶贫车间 18 家，2000 多贫
困人口实现家门口就业。

2019年，汨罗市将扶贫车间创建
作为脱贫攻坚的加速器，成立由市委
副书记李冯波任组长，人社、扶贫办、
财政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扶贫车间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市级主导、乡
镇主体、部门联村、干部结对、责任到
人”的工作机制，并纳入绩效考核。

该市各乡镇干部走访入户，全面
摸排贫困人口就业意愿和人数，积极
宣讲政策，引导贫困人口到扶贫车间
务工。市扶贫办、人社局、财政局等单
位指导企业建设扶贫车间，围绕用工
需求，开展就业培训，实现贫困人口
稳定就业。向规模企业解释相关扶持
政策，动员企业到贫困村和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创建扶贫车间。

2019 年 6 月，汨罗实行“以奖代
补”，出台《汨罗市扶贫车间建设实施
方案》，对扶贫车间在场地费、物流
费、培训、创业、社保等方面予以补
贴。对稳岗效果好、就业扶贫成效明
显、年度累计实发贫困劳动力工资总
额40万元以上的扶贫车间，给予5万
元奖励，并推荐申报“精准扶贫爱心单
位”，激励企业用工向贫困人口倾斜。
2019 年，该市对 16 家扶贫车间下拨
补贴 62万元，涌现出协盛石材公司、
长乐味然食品有限公司等先进典型。

湖南日报 1月 13 日讯（记
者 肖畅 通讯员 曾昕）今天，湘
潭市 2020 年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湘乡
市潭市镇启动。

“从猪场的建设到饲料的调
制，再到猪病的防治，全都有，正
合心意！”潭市镇潭台村 65 岁的
村民刘海奇高兴地说，今年他准
备养几头母猪，需要专业辅导，
现场他就领到了有关生猪养殖
方面的书籍。

当天，湘潭市委宣传部等28
家单位，以及文艺工作者、科技
专家、医务人员等为农民朋友送
来了慰问金和物资，并开展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微宣讲、

“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
康”“潇湘家书”“月秀越开心·文
明大舞台”等活动，还提供书籍
赠阅、法律咨询、健康义诊、春联

书写等服务。
83岁的易馥卿有个心愿，想

给因工作原因无法回家过年的
儿子写封信，志愿者帮她实现了
这个愿望。“妈在家里挺好的，不
要挂念，希望你为祖国的发展贡
献力量……”易馥卿念着，脸上
挂着笑容。

“我们过了戏瘾、长了知识，
还圆了心愿，这样的‘大礼包’，
希望年年都有！”潭市镇新石村
村民李尧之说。

今年，湘潭的“三下乡”活动
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
以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试点工作为载体，整合全市
多家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资金资
源、平台载体、项目活动，动员社
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新时代“三
农”工作，以营造全社会关注农
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氛围。

村民乐享三农“大礼包”

湘潭启动“三下乡”活动 推行“一站式多元解纷”
桑植法院为农民工追回工资135万元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通
讯员 龙昕秀 蒋晓莉）“感谢法院给我们农民工撑
腰，这个钱不到手，年都过得不安心！”1月10日，数
名农民工代表来到桑植县人民法院，为办案人员送
上锦旗。

去年6月，桑植某基地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以工
程款未结算为由，拖欠59名农民工工资135万元。多
次催讨无果，12月22日，农民工王某等人来到桑植法
院。桑植法院通过“一站式多元解纷”诉前委派调解，与
建设单位和施工方协商，仅用17天时间，就为59位农
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135万元。1月7日，在该院执
行局协助下，135万元全部转入各农民工账户。

去年以来，桑植法院扎实推行“一站式多元解
纷”，设立专门调解工作室，开通跨域立案、网上立
案，强化“立审执”高效衔接联动。去年 12月起，该院
启动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对标“两清零”要求展
开全面排查，坚持有案必立、先办快结。目前，已审结
涉农民工工资案90件，执行到位143.47万元。

课后服务帮家长解难题
已在28所学校试点，今年将全面推开

扶贫车间助力脱贫攻坚
已建成扶贫车间18家，2000多贫困人口实现家门口

就业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见习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刘杰 易宗
明)掬起一捧大米，粒粒饱满、米
色纯白、色泽晶莹透亮……在直
播达人的镜头下，澧县城头山大
米吸引了无数网友关注，瞬间成
了“网红”。1 月 13 日上午，常德
市澧县“百县精品·阿里拍卖·城
头山大米专场”暨澧县首届年货
节，在澧县翊武公园隆重开幕。

由澧县人民政府、《小康》杂
志社、阿里巴巴拍卖事业部共同
主办的这一活动，将持续到本月

18 日。活动期间，有近百家来自
澧水流域的企业参展，展出商品
包括粮油、蔬菜、水果、糖酒、水
产等上千种品类。

记者在现场看到，绿油油的
蔬菜、新鲜的牛羊肉、香辣可口
的坛子菜……每一个展台都吸
引了大量市民围观和抢购。活动
举办方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除
现场展销外，还借助互联网出售
当地农特产品，加快互联网和富
民产业融合步伐，尝试“年货”互
联网购物体验。

电商助力 土特产成“网红”

澧县首届年货节开幕

多举措拓展发展空间

2019 年，远航企业广场喜事频传，
先是开园仅半年就引来千视通、中驰车
福、酷哇机器人等30余家优质人工智能
企业入驻，后又被授予我省首个“人工智
能产业园”牌子。

因长株潭“绿心”区工业企业全部要
退出，远航企业广场原入驻企业相继搬
走，几乎成了一栋空楼。天心区积极帮助
楼宇转型升级，布局发展“大数据+人工
智能”，远航企业广场实现“腾笼换鸟”，
仅半年多就创产值 2 亿元，并迈入天心
区重点楼宇行列。

同时，天心区积极开展闲置楼宇盘
活专项行动。2019 年，为鑫远国际大厦
引进星图信息、长沙计支宝等企业，解决
闲置面积 2300 平方米；为创谷盘活 2.2
万平方米闲置面积……全年共盘活闲置
面积约19万平方米，重点楼宇引进企业
300余家。

天心区还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
业留得住、发展得好。

2019 年初，天心区出台“营商环境
30 条”，着力营造最方便、最赚钱、最安
全、最亲清的一流营商环境。随后，又出
台区域信贷“白名单”制度、小微企业贷
款贴息补助政策、瞪羚企业培养计划、政
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提速等，切实构建
楼宇经济发展长效机制，真心实意为楼
宇拓展发展空间、挖掘发展潜力。

2019 年 ，天 心 区 市 场 主 体 增 加
30%，新增“四上”企业（指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等）121
家、高新技术企业 83 家。成功吸引平安
集团、保利集团、五矿集团、中信保诚等
世界500强企业进驻，中百罗森、浪潮集
团等一批中国500强企业项目落户。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
银芳）1月11日晚，东安县花桥镇唐家村召开财务“月
月清”例会，清账小组、监察小组成员逐一核对发票
和上月收支情况。县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目前，“月
月清”已在全县各村全面推广，让群众心头有了明白
账，预防发生腐败。

去年3月，东安县纪委监委接到唐家村部分村民举
报，反映村会计易某某拖欠村里公款5年未归还，立即进行
调查处理。易某某归还了公款，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东安县纪委监委举一反三，决定在唐家村开展村级
财务“月月清”试点。要求乡镇财政所、扶贫办、民政所等
定期公布下发到村里的各项资金明细，村里成立清账小
组、监察小组，每月核实发票、资金收支情况，在村微信群
等处及时公开，让所有村民有了明白账。

账务清，广大村民支持和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
积极性高涨。去年，东安县60多个村自发组织开展公
路硬化、水渠拓宽等。

东安“月月清”给出明白账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记者
熊远帆）今晚，2019 媒体艺术之
都·长沙市杜鹃花艺术月闭幕式暨
颁奖晚会在长沙实验剧场举行。

由长沙市委宣传部和市文旅
广局共同举办的本届杜鹃花艺术
月从去年12月持续至今年1月，期
间共推出九大主题活动，开展了近
百场演出、展览及讲座，涵盖了传
统戏曲、音乐会、话剧、舞剧、曲艺、
朗诵、合唱、讲座、展览等多个艺术
门类，全面展示了长沙市专业院
团、优秀艺术人才、特色艺术展览
的艺术成果。

作为杜鹃花艺术月最重磅
的内容——“杜鹃花奖”戏剧大
赛共举行了湘剧专场、歌舞综艺

专场、花鼓戏专场、区县市专场
等类别共计 8 场的比赛，参赛节
目37个，参赛演员60人。通过激
烈角逐，并经评审委员会评审，
共评出“杜鹃花”剧（节）目奖 3
个，分别是湘剧折子戏《昭君出
塞》、花鼓戏折子戏《蓝桥会》、民
乐剧《长安十二时辰幻想曲》。

记者在颁奖晚会上了解到，
为推动舞台艺术形成有步骤、有
层次、系统化的人才培养机制，
不断提升青年文艺人才的演艺
水平，长沙市组织开展了杜鹃花
人才工程评选工作。长沙市文化
旅游广电局每年安排 100 万元
在全市开展杜鹃花人才工程，重
点培养舞台艺术人才。

长沙杜鹃花艺术月闭幕
每年100万元重点培养舞台艺术人才

湖南日报1月 13日讯（记者 聂沛 通讯员 文
兰）春节临近，享有“中国南方赏雪胜地”“中国南方
最具年味”的南岳景区即将迎来客流高峰。记者获
悉，春节黄金周期间，南岳景区将调整对外开放时
间，实行交通管制、南岳大庙“南进北出”单向通行和
实名制购票等系列举措。

南岳大庙将在 1 月 24 日(农历大年三十)23∶00
至1月25日(正月初一)17∶30对外开放，庙内东八观、
西八寺、北门四殿（财神殿、注生殿、辖神殿、文殊殿）
夜间关闭。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开放时间为 1 月 25 日
(正月初一)至1月30日(正月初六)，7∶00至17∶30。景
区环保车和索道运营与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开放时间
同步。1月24日至1月30日，南岳景区将适时实行交
通管制。其中，1 月 24 日晚至 1 月 25 日，交警部门将
根据天气状况和车流量对省道南马公路（S333）实行
交通管控，限行分流，景区提醒游客错峰出行。

春节期间南岳景区
调整对外开放时间
将实行交通管制、单向通行和

实名制购票等系列举措

长沙亿元楼宇，为何天心区最多

——扶贫印记

买年货
助脱贫

1月 13日，衡阳市珠晖区
卫健局在东阳渡街道新龙村村
部开展“春节消费扶贫，助力脱
贫攻坚”活动，区卫健系统干部
职工积极通过消费扶贫购年
货，促进该村贫困户增产增收。
当天，共购买各类农副产品达
10万元。 唐兰荣 摄

常
德

汨
罗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近日，长沙市“两会”召开，记
者在长沙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
一组数据，2019 年长沙市亿元楼
宇增至45栋。

前不久，长沙市天心区政府
工作报告也公布了一组数据，

2019年，全区新增亿元楼宇2栋，
亿元楼宇增至18栋。

天心区亿元楼宇占长沙市
总数 4 成，居 9 个区（县、市）第
一。

作为长沙市老城区、长株潭
融城核心区，天心区为何能成为
亿元楼宇集聚区？

从2019年3月19日开始，长
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党工委书
记郑州有了一个新身份——亿元
楼宇华远国际中心的“楼长”。

当天，天心区发布“楼长制”
方案，在区内建立“楼长制”管理
网络，推动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方案，择优配齐 18 个楼
宇服务站名誉楼长、楼长、党建指
导员、市监专管员等，并制作、下发
了楼宇服务站工作人员联络名册。

作为华远国际中心的“楼长”，
除去街道日常工作，郑州几乎每周
都会去所负责的楼宇走访企业，提
供帮助。

“要是没有街道出面，这个事
情不会这么快办好，这下我们员
工总算有个固定的地方吃饭了。”
1月 8日，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
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
入驻华远国际中心后想开设一个
员工食堂，方便员工就餐。在“楼
长”郑州走访时，他们提出了这个
想法。郑州很快就帮他们筹划协
调，目前食堂选址已确定。

“以前是我们走出去办事，现
在是我们坐在家里，有人上门服

务 ，楼 长 就 像 是 我 们 身 边 的 管
家。”位于天心区新时空大厦内
的湖南蔬东坡科技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总监孙静说，2019 年下半
年，因公司人员扩张，办公室坐
不下了。当时，公司还想了解当
地高新技术企业方面的优惠政
策。这时，金盆岭街道办事处主
任、新时空大厦“楼长”湛果来公
司走访，了解了相关情况。一个
星期后便有了好消息，街道办事
处工作人员不仅上门将优惠政
策宣传册送上门，还帮公司坐不
下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去处。

如今，在天心区 14个街道 57
栋重点楼宇，几乎每天都会有工作
人员在为楼宇企业提供服务，形成
了“问题收集、问题解决、信息反
馈”楼宇服务机制。2019 年，仅区
领导就联系走访服务企业419家，
收集办结企业诉求554个。

在“楼长制”等措施引领下，
2019年1至11月，天心区57栋重
点楼宇税收同比增长约 11.87%，
占全区税收近 60%。全年新增华
菱嘉园、省送变电大楼 2 栋亿元
楼宇，亿元楼宇总数达到18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