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成
俊峰 通讯员 陈毅)“这笔贷款真是
雪中送炭，解了企业燃眉之急。”4
月2日，石鼓区2020年银企对接会
暨企业集中签约仪式举行，衡阳市
天然气有限公司负责人郭见驰获得
5000万元贷款后如释重负。

当天，中国银行衡阳分行、华融
湘江银行衡阳分行等10余家金融机

构与华侨城、华耀城等 109 家企业
进行签约，签约总金额83.8亿元，其
中现场签约金额达35.6亿元。

“从支持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
‘人行专项再贷款’，到支持科技创
新企业的‘战疫芙蓉人才贷’。从支
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税联贷’

‘政采贷’，到促进区内个人消费的
‘华融闪贷’……目前我们正积极运

用再贷款资金和各项优惠政策全力
扶持区内企业复工复产。”华融湘江
银行衡阳分行负责人李达希介绍。

活动期间，16家金融机构就相
关金融产品进行了推介，各参与银
行则安排专职客户经理与各企业负
责人进行现场对接，主动问需求、解
疑难、晒产品、填写融资意向卡，畅
通对接和合作渠道。

本次银企对接会，是石鼓区积极
响应衡阳市委、市政府“奋战一百天，
实现双过半”争先创优活动的有力行
动，也是该区畅通银企信息渠道、掀
起银企合作新高潮的具体举措。

银企对接 企业“解渴”
石鼓区109家企业获贷款83.8亿元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肖
霄 通讯员 邱文丽 申腊香）“今天
直播带货的是邵阳特产猪血丸子，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下单。”3 月 31
日，位于新邵县的湖南曾匠厨品农
产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曾
兆明在某电商平台上直播卖货，短
短1小时，订单就达千余件。

疫情防控期间，新邵县积极动
员电商参与保供“战役”，通过“线
上下单、线下配送”服务，确保全县
生活物资供应。同时对农特产品企
业负责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电
商服务站（店）负责人、返乡创业青
年等开展线上电商培训，一对一帮
助79名贫困户开拓线上农产品销
售平台，实现不出门也能卖货。

邵阳睿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张美玎，是电商培训的第一届
学员。疫情防控期间，她利用微信小

程序“新邵电商”卖货，仅1个月就帮助种植
养殖户及贫困户销售扶贫产品40万余元。

据悉，今年一季度，新邵县电子商务
交易额达 3.2 亿元，其中农产品电商销售
额6056万元，帮助贫困户销售产品580万
元，1520名贫困群众实现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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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国
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桃源
县人民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委托挂牌人,以网
上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挂牌人
出让人：桃源县自然资源局
挂牌人：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见下表）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但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对竞买人另有限制，以及有欠缴出让人
土地出让价款、不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等不良记
录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不得申请参加

本次竞买。
竞买人可单独申请竞买，也可联合申请竞

买。
四、确定竞得人办法
本次挂牌出让按“不低于底价”和“符合要

求的出价最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出让时间安排
1、网上公告期间：2020 年 4 月 3 日至 2020

年4月22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2020 年 4 月 3

日至2020年5月4日
3、网上挂牌期间：

标的 1：2020年 4月 23日 9:00至 2020年 5
月 7 日 10:00；标的 2：2020 年 4 月 23 日 9:00 至
2020年5月7日10:05；标的3：2020年4月23日
9:00至2020年5月7日10:10；标的4：2020年4
月 23 日 9:00 至 2020 年 5 月 7 日 10:15；标的 5：
2020年4月23日9:00至2020年5月7日10:20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
5月4日16:30

5、竞买预交款项（为竞买保证金、土地预付
款和交易服务费预付款之和）到账截止时间：
2020年5月4日16:30

六、竞买申请（报名）办法

1、有意竞买者须到挂牌人信息技术部办理
数字证书 ukey （已经办理数字证书且仍在有
效期内的除外）。数字证书是竞买人参加网上
挂牌竞价的唯一标识；竞买人登录湖南省国土
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hngtjy.org/），
点击“常德市”按钮，浏览、查阅和下载意向地块
出让文件，对意向地块点击“竞买申请”按钮，网
上填报《竞买申请书》，获取交易系统随机生成
的保证金账号，通过银行转账办理，按时、足额
交纳竞买预交款项，获得竞买资格。获得竞买
资格后，点击“竞买报价”按钮进行报价。

2、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出
让文件，该文件与本公告内容具有同等效力，竞
买人应认真阅读并依照出让文件规定执行。

3、竞买人必须保证所提供的竞买申请（报
名）资料和身份信息真实、合法、有效。

4、竞买人与竞买预交款项交款人、竞得人
须为同一市场经营主体，各项信息应完全一
致。竞买预交款项必须是从竞买人的银行账户
转入规定的银行账户。挂牌人不认可非竞买人
代交竞买预交款项的行为。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出让地块按挂牌期间的现状供地，如地
下有构筑物或管线设施等，由竞得人自行与有
关单位协商解决，并承担相关费用。

2、竞买人应自行对出让地块现状进行踏
勘。竞买人提交的竞买申请一经交易系统受
理，即视为竞买人对出让地块现状及其出让文
件均不持任何异议。竞买人对其申请和承诺承
担法律责任。

3、本公告未尽事宜按出让文件的相关规定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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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自然资源局网站、常德
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

九、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交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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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0736—7256317
出让人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18073688813
挂牌人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736-7256332

桃源县自然资源局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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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

2

3

4

5

宗地
编号

桃2020-07号

桃2020-23号

桃2020-24号

桃2020-25号

桃2020-26号

宗地
位置

浔阳街道二里岗居委会

陬市镇高湾村

漳江街道渔夫祠居委会

陬市镇观音桥村

陬市镇观音桥村

土地面积
(m2)

1930.49

13477.81

3723.54

25664.64

6289.78

土地
用途

商服

商服

商服

商服

商服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6.0

≤5.0

≤6.0

≤5.0

≤6.0

建筑密度
(%)

≤45

≤40

≤45

≤41

≤45

绿地率
(%)

≥12

≥12

≥12

≥12

≥12

出让
年限
(年)

40

40

40

40

40

起始价
(万元)

750

4100

1600

10000

2500

增价幅度
（万元）

10或10的整数倍

30或30的整数倍

20或20的整数倍

100或100的整数倍

20或20的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保
证金(万

元)

150

820

320

2000

500

土地预付
款（万元）

/

/

/

/

/

交易服务
费预付款
(万元)

9

30

15

48

20

常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常(桃)土网挂告〔2020〕9号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安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核，安乡县汽车产业园J
十六路、临高路新建工程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安
乡县工业集中区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该项目估算总投资
约1827.5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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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4月3日

经石门县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石门县农村宅基地
确权登记服务采购（南部片区）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采购
人为石门县自然资源局，预算金额 11447400 元，现予以公
告。具体详情请关注常德市政府采购网(http://changd.
ccgp-hunan.gov.cn)和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
zy.changde.gov.cn)。

湖南创迪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宁奎 通
讯员 曾甲长）4月1日，张家界市以《为了
迟来的相聚——致 2020 年春节被退团游
客的一封信》为题，邀请2020年春节退团
游客并向世界发出邀约：用最好的产品、
最精华的线路、最暖心的服务和最优惠的
价格，邀请国内外游客朋友来张家界踏青
观景。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张家界举全
市之力加强疫情防控，并于1月23日暂时
关闭全市所有的景区景点，推掉已订好、已

约好的共6988个旅游团队、131217人，竭
尽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和游客的安全。

疫情期间，张家界众多景区景点和旅
游企业识大体、顾大局，做出巨大牺牲并积
极主动投身抗疫战斗。随后，为促进旅游市
场全面复苏，张家界市委、市政府出台

“310”行动计划，全市各大景区从 2 月 27
日起陆续有序开放。截至4月1日，所有A
级景区已全部恢复，交通、酒店、餐饮等旅
游配套服务产业全面复苏。

在这次的邀约信中，张家界承诺：今

年 4 月 30 日前，国内外游客来张家界旅
游，将享受所有景区门票及景区交通工
具和部分酒店“买一送一”优惠，并努力
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和服务
便利。

信件起草者之一、张家界市旅游协会
旅行社分会秘书长李平介绍，春天是张家
界特别美的季节，希望借助这封信，向国内
外游客传递一个信息：张家界因疫情不得
已让游客们错过了今年的春节，现在希望
还旅客一个更加美妙的春天。

错过一个春节 还您整个春天
张家界向世界发出“深呼吸”之约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王

晗 通讯员 邝瑶 吴青）长沙市重点
民生工程龙王港枯水期河道应急补
水工程项目（一二标段）3月31日正
式通水，这标志着长沙河西区域水
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枯水期的龙
王港将不再“干渴”。

作为湘江一级支流，龙王港不
仅承担着防洪和排涝功能，也承担
着生态、景观等重要功能，该项目实
现通水，对恢复河道水动力、改善区

域水质、保障民生发展、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该项目是龙王港流域综
合治理一期工程的重要子项目，也是
区域水环境治理和水质保障的重要
一环。项目总投资约1.2亿元，以龙王
港河口为起点，梅溪湖东湖泊为终
点，全长5.34公里，取水流量每秒1.5
立方米，日供水量可达15亿元万吨。

“自立项以来，工程便面临着
施工难度大、工程量大、工序复杂、

时间紧迫、涉河涉水作业多、涉及
权属管理部门多等诸多挑战。”建
设单位负责人、湘江集团湘新水务
公司工程主管刘浩龙介绍，项目通
过泵站和管道等设施将湘江水引
入梅溪湖东湖与咸嘉湖，再将水排
入龙王港河道。为按时保质完成通
水目标，各参建单位加班加点赶工
期，部分施工面春节没停工，该工
程也是湘江新区年后最早复工的
项目。截至 3 月 30 日，湘江集团共
完成政府投资 30.06 亿元、社会投
资 47.51 亿元，分别占年度目标的
28.2%和 26.5%，社会投资额同比
增长32.2%。

长沙龙王港补水工程通水

这里的枯水期不再“干渴”

湖南日报4月2日讯（通讯员 肖
斌 记者 李永亮）“去年洪水淹了20多
亩甜瓜，要是有保险，就不会亏得一塌
糊涂！”4月1日，株洲事达种养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袁超拿到一份特色农业保

单，他形象地比喻：“这意味着我们今年
种的100亩蔬菜放进了‘保险箱’。”

株洲市天元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人介绍，常规农业保险只有水稻、油
菜、生猪3个品种，为减少疫情给农业

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天元区成立特
色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创新推出
粮食作物种植、蔬菜种植、畜禽等9大
类农业特色保险，涵盖迷迭香、小龙
虾、猕猴桃等30余种农产品。

为减轻企业和农户的负担，天
元区还拿出100余万元进行财政补
贴。其中，种植面积超过200亩的，
区财政补贴60%保费。目前，已有3
家合作社签订保单。

农产品保险，区财政埋单
天元区30余种农产品纳入农业保险

4月1日，一大群白鹭在江永县田间里展翅翱翔，一时觅食、一时嬉戏追逐，构成了一幅幅充满乡间野趣
的田园生态图。 黄海 摄

湖南日报4月2日讯(通讯员 李
卓林 邱郭玮瑶 记者 颜石敦)3月30
日，桂阳县举行稳企稳岗稳就业补贴
兑现会，兑现各项补贴2400余万元，
助力企业渡难关、保经营、稳发展。

“稳企稳岗稳就业补贴体现了
党委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减轻了企
业负担，进一步增强了我们战胜疫
情的信心。”安培龙公司总经理何文
高兴地说。受疫情影响，公司遇到物

流运输、原材料采购、资金周转等困
难。在这次补贴兑现会上，安培龙公
司享受政策优惠62万元。

据介绍，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冲击，桂
阳出台推动重点企业和重点建设
项目复工复产“十条措施”，对企
业防疫排查、内部管理、物资储
备、用工保障、财税金融支持、用
地审批等给予政策支持。

助力企业减负渡难关
桂阳兑现各项补贴2400余万元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健林）3月31日，江永县潇浦
镇马河村村民蒋秀旺忙着把村民们的沃
柑，通过“芒果扶贫云超市”平台销到上
海。3月15日，“芒果扶贫云超市”在江永
开直播，销售当地农特产品以来，蒋秀旺
每天接到订单，售出5万多公斤沃柑。

江永县电商办主任尹玲介绍，“芒
果扶贫云超市”为全县农特产品开辟了

一条畅通的销售渠道，实现了全民销售
的愿景，培训了一大批“新农人 ”。

到目前，“芒果扶贫云超市”推动江
永农产品源头直供，在农户和消费者之
间搭建了信任的桥梁。62个贫困村的上
百名果农因此转变了传统的销售思维，
在“芒果扶贫云超市”开店铺、忙直播，把
1000万公斤沃柑销售到全国各地，销售
金额达1.4亿元。

江永：“芒果扶贫云超市”助销沃柑

田园野趣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李杰 通
讯员 薛亮 戴雄)记者今日从常德市武
陵区纪委监委获悉，该区日前围绕产业
扶贫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回头查”，就扶
贫项目、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中
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慢作为等突出
问题开展督查。2019年至今年3月，武陵
区扶贫领域共处理问题线索52条，立案
7起，处理26人，追缴资金36万元。

今年以来，武陵区在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中，打好信访举报、专
项督查、监督执纪问责“组合拳”，出台“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
案”，对2019年以来扶贫领域信访举报问
题线索进行全面核查，梳理出积压线索
110余条。根据方案要求，扶贫、审计、财
政、民政等职能部门要定期开展联合督
查，确保所有问题在规定期限内“清零”。

武陵区：深化扶贫领域专项治理
立案7起，处理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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