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临澧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临澧县安福片区棚改

（七期）项目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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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8万元，现予以公告。详
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http://www.bidding.hu-
n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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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

经石门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石门县经济开
发区五期标准化厂房项目（三标段）已具备公开招标条
件，招标人为石门县宝峰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额约3024.2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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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17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有了固定摆摊的地方，我们就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
作。”摊主唐淑芳过去在路边卖菜，如今她和几十个商贩都
搬进了麻园蔬菜批发市场。

永州市零陵区结合“六城同创”和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集中整治工作，大力开展市场周边秩序整治，重拳整治城区
农贸市场周边占道经营、出店经营和流动摊点，取缔马路市
场3个、占道经营30处。同时实行市场卫生公司化运作，做
到全天保洁、垃圾日产日清，并定期进行搬家式大清扫。该
区还投入资金 500 多万元，对城区农贸市场经营基础设施
进行维修、改造、添置，新建梳子铺市场和麻园临时蔬菜批
发市场，全区市场面貌得到很大的提升和改观。零陵区还
对市场进行划行规市，通过提质扩容、政策优惠、积极引导、
舆论宣传、分流安置等方式，确保马路市场商贩入市有场
地、有摊位，安心经营。

（张兴国 单建华）

零陵：引摊入市为流动商贩“筑巢”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石门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石门县澧水北岸风光

带建设项目-石门二桥辅道工程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
人为石门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额约
1597.9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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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17日

“去年省联点督查发现你们村里面拆旧复垦没有到位，今
天来实地查看是否确实完成整改……”近日，张家界永定区委
第三巡察组突然来到该区茅岩河镇天泉山村，就相关问题的
整改落实杀了个“回马枪”。

为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永定区抽调纪检监察、审计、
财政等系统专业干部20人，组成4个巡察组，对已专项巡察
的52个贫困村，以及省、市、区挂牌督战村（居）、建档立卡户
超过100户的非贫困村（居）、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村（居）总
计 130 个村级党组织，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巡察“回头看”。
目前，4个巡察组均已进驻被巡察单位，5月2日前结束巡察。

据了解，本次“回头看”主要聚焦扶贫领域存在的923个
个性问题和47个共性问题，重点查看扶贫整改工作是否存在
避重就轻、打折扣、搞变通，甚至虚假整改情况；查看监督整改
工作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情况；查看扶贫整改成效
是否明显，扶贫资金使用、项目管理和干部作风等领域是否产
生新问题，做实做细巡察“后半篇文章”。

对巡察“回头看”发现的问题，巡察组将及时反馈，对整改
不力、敷衍整改、拒不整改以及整改不到位不及时的，进行严
肃追责，严厉问责。 （赵 婷 袁 露）

永定区：
聚焦扶贫攻坚，督促整改到位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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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长沙持续抓好疫
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进出小区，测体温、戴口罩；逛公园景
区，网上购票、扫码进入……这都是为了降
低近距离传染风险。连日来，记者走进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公园景区、居民小区、楼宇商
圈等场所，感受到长沙市疫情防控意识不松
懈,工作不松劲。

严防输入，建起“空中大门”“防火
墙”

4 月 15 日傍晚，夜幕降临，邱劲松草草
吃了几口盒饭后，在黄花机场等待下一个航
班的到来。3 月 17 日，长沙市新冠肺炎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紧急组建流行病学调查队伍，
选派市疾控中心的 32 名专业技术人员入驻
黄花机场，全面采集抵达乘客的流行病学信
息，严守疫情输入的“空中大门”。邱劲松和
同事成为了机场抵达乘客“面对面”的交接
员。

3月19日，长沙市再增派20名公共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入驻黄花机场。此后，该市结
合机场工作实际及专业规范，制定入境人员
分类转运流程、疫情防控工作流程等操作规
范，“全过程闭环”防范民航风险点。

航班号、座位号、电话、接洽单位、过去

14 天内是否接触新冠肺炎病例……飞机抵
达后，邱劲松要对每名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调
查，了解他们 14 天内的个人旅居情况，对其
是否来自风险地区进行初步判断；针对暂时
没有症状的乘客，要详细了解他们的居住地
点和联系方式，并对每名乘客的行程和去向
明确了解。

30多天来，邱劲松和同事们组成 3个工
作组，以三班倒的方式，24 小时值守机场出
站大厅，从第一名乘客抵达到最后一名乘客
离开，确保调查不漏一人。

他告诉记者，疫情防控不能放松，每个
环节都要做到位。截至目前，他们已累计排
查各类航班近900架次、境外来长人员5300
余名，在机场防控一线筑起了“防火墙”。

内防反弹，扎牢重点区域防控网

给乘客测体温、提醒大家戴口罩、公共
区域按时消毒……4月 16日下午，记者在长
沙火车站看到，这里防疫措施仍然相当严
格。火车站周边，国储电脑城等卖场均只保
留一个入口，进入人员排队出示身份证、戴
好口罩、测量体温。

疫情阴霾虽散，但内防反弹仍然是长沙
各级党委政府、基层干部心中的头等大事。

“疫情防控要坚持再坚持，得扎牢全区范围，
特别是火车站、汽车站、楼宇商圈等人员密集
场所的防控网。”芙蓉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在长沙汽车东站，马坡岭街道联合汽车
东站的党员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利用
红外测温设备，对旅客进行体温监测。填报
信息、查验“绿码”、测量体温……3 月 26 日
陆续解封以来，这里的湖北返长车次平均每
日 15 趟，乘客约 300 人。党员志愿者们毫不
松懈，每天24小时轮班排查。

复工复学抓实，疫情严防严控。银华大厦
入驻了 50 家企业，目前全面复工，每天进出
大厦人员近千人。“除了进入人员必须戴口
罩、测体温外，大厦各楼层保持高频次消杀并
通风，茶水间、卫生间、电梯间等公共区域每
小时巡视一次并进行消毒擦拭，每台运行电
梯按键全部用保护膜覆盖，并严格做到每2小
时进行更换。”银华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 4 月上旬起，长沙中小学陆续开学。4
月 2 日该市制作发布《新冠肺炎中小学校复
学防疫示教片》，通过在中学校园实地示范
的方式，展示学校复学前、中、后各个阶段防
疫要领，为学校复学提供教科书式的防疫指
导。当前，长沙各中小学采取减少入校通道、
配餐到教室等方式，保障复学防疫两不误。

措施不打折扣，抓好“家门口”
防疫常态化

芙 蓉 区 白 沙 湾 社 区 是 个 常 住 人 口
10000余人的“万人大社区”。社区党总支书
记李卉告诉记者，身份必问、信息必录、温度

必测、口罩必戴，对所有进入小区的人员，
“四必”一个也不能放松。在白沙湾社区，党
员和志愿者们每天都要下沉到门店巡查，督
促其疫情防控措施到位。

近3个月来，李卉一直奋战在防控一线，
她说：“抓好‘家门口’的防疫常态化，基层干
部思想上不能松劲儿。”

在金科社区，老兵工作室和亲情服务站
志愿者们沿街到访各个餐饮门店，向社区居
民及餐饮门店负责人发放“新文明餐桌”倡
议书，引导广大居民使用“公筷公勺”、拒绝
野味等，以减少疾病交叉感染。

群众“家门口”的超市、菜市场，防疫措
施不打折扣。在芙蓉区精彩生活超市，销售
人员、收银员、理货员等与顾客接触频繁的
人员，必须参加社区组织的“关键岗位人员
核酸检测”体检。同时，员工采取错峰、打包
的方式就餐，避免聚集堂食用餐；餐桌设置
隔离挡板，张贴告示提醒就餐员工尽量减少
近距离交谈；员工食堂每日每隔 2 小时便安
排专人消毒。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还积极对员工进
行心理疏导，缓解其紧张心理，也带给顾客
好的消费体验。”该超市负责人说，超市暂时
关闭了一楼集体餐食经营场所，停止举办一
切大规模促销活动，暂停母婴室、卖场内的
餐饮集中区、儿童游乐场等服务功能，避免
聚集性活动。

全国医护人员
今年免费游长沙

长沙旅游景区复工率在全国35个
重点城市中排名第4位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熊远帆）今天，由省文旅
厅、长沙市政府主办的“体验时尚都市·拥抱健康生活”湖南
历史文化游暨“夏之恋·在长沙”文化旅游季，在橘子洲头青
年毛泽东雕像前广场正式启动，“感恩逆行者——沁园春·
长沙免费游”活动同时推出，今年全年，全国医护人员可在
长沙市所有等级景区和4个大型游乐场所免费旅游。

现场集中发布了“感恩逆行者——沁园春·长沙免费
游”活动及文旅各行业推出的亮点活动，区、县（市）十大主
场特色文旅推广活动，“夏之恋·在长沙”夏季精品文旅路
线，市属文化场馆公益演出及“百场惠民演出进景区”活动
等“夏之恋·在长沙”文化旅游季的主要内容。

在启动式上，长沙市文旅广电局授予在疫情期间逆行
武汉的志愿者郑能量 2020长沙文化旅游形象大使证书,并
向驰援武汉的一线医务人员代表赠送包括景区门票、酒店
房券、餐饮券等价值20多万元的旅游消费券。

据省文旅厅厅长陈献春介绍，目前我省旅游景区复工
率在全国排名第 7 位，长沙旅游景区复工率在全国 35 个重
点城市中排名第 4位。我省将启动开展“体验锦绣潇湘 拥
抱健康生活”湖南人游湖南活动，以宣传推介“锦绣潇湘”文
化旅游品牌“5+2”精品线路产品为核心，在全省推出“锦绣
潇湘”品牌营销推广百场文旅活动。

湖南7件防疫用品商标注册申请
24天完成初审

较正常申请节约逾5个月

湖南日报 4月 17 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闯
吴廷瑞）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近日发布商标初步审定
公告：湖南“金爽”“华升自然家族”等 7 件防疫用品商标
注册申请顺利通过初审。这 7 件商标注册申请从受理到
发布审定公告，前后只用 24 天，较正常申请节约时间逾 5
个月。

春节刚过，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响应政府号召，安排
新增、转化产能生产医用口罩、防护服产品，并提交“金爽”
等商标注册申请，商品项目包括医用口罩、实验室用特制服
装等。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获悉相关情况后，及时对接沟通，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提出优先办理申请，支持企业生
产的防疫产品顺利投放市场。

疫情发生后，为保障防疫物资供应，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出台应对疫情服务支持市场主体发
展20条措施。全省市场监管部门主动收集摸排需求，积极
开展网上办、掌上办、预约办、快递办等多样化服务，建立抗

“疫”企业商标业务办理绿色通道。据统计，全省先后为 11
家企业 28 件防疫产品商标注册申请提供优先审查办理服
务。

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通讯员 邓孟宇

4 月 17 日上午，“珍藏战‘疫’史实，
弘扬战‘疫’精神——新冠肺炎防疫工作
物证”捐受仪式在长沙党史馆举行，长沙
市湘湖管理局现场捐赠了 190 件防疫期
间各类“文物”,同时向党史馆增援社区
的志愿者代表颁发证书。赴湖北省黄冈
采访归来的湖南日报记者邹晨莹现场讲
述了战“疫”故事，与会代表听得十分入
神。

“党旗、防疫值班点的帐篷、消毒喷
壶、志愿者袖章、请战书，无一不承载着长

沙市社区防疫的历史。”长沙市
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宋俊湘说。

那些曾经熟悉的物件，有的
是悬挂在街头巷尾的宣传横幅,
有的是飘扬在小区一线志愿先
锋岗的旗帜,有的是志愿者们精
心走访登记的表格，还有的是党
员们手写的抗疫心得……每一

件物品的背后都藏着故事，它们聚集起
来，将许多人带回了那一段难忘的战“疫”
时光。

“看到暖手宝和炭火盆，我由衷地感
动！”长沙市党史馆洪磊介绍说，2 月初，
他和王宝山等 5 位同事来到湘湖管理局
南湖社区支援防疫，社区人手紧张，他们
的到来让社区稍微喘了一口气。期间，他
们不但捐赠了防疫物资，还参与了无物业
小区的值守。

“当时天气特别冷，暖宝宝是必须的，
晚上因为值守点用不了取暖器，社区的同
志们做成了一个炭火盆，烧得旺旺的，那
真是暖和。”洪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记忆
犹新。洪磊对来自宁乡花明楼的农民工
兄弟刘宗招印象深刻，刘宗招去年 12 月
底不慎从家里楼梯上摔下来，身体尚未痊
愈就申请到南湖社区做志愿者。他被安
排在工商宿舍防疫值班点参加24小时轮
值，期间任劳任怨。

“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防疫期

间，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敏和吉
建良等8位同事，一起分到了湘湖管理局
湘湖社区支援，这次经历让他们终身难
忘。

李敏能讲出很多防疫故事，如三湘南
湖装饰建材行业联合支部书记向筑南带
领团队一线战疫——这是一支由10多名
三湘南湖大市场个体商户组成的两新党
支部志愿者团队，他们放下手中的生意，
奔赴到湘湖管理局20多个没有物业管理
的小区防疫值班点“填空”做志愿者，历时
一个多月住南湖公寓的文玮主动请缨参
加蓝天救援队驰援湖北，留守的儿子在父
亲的感召下和他们一起轮值……“每天都
有让你感动的瞬间，看到这些物品，我的
记忆又复苏了。”李敏感慨。

湘湖社区党总支书记廖婵告诉记者，
该社区 12 名工作人员是清一色娘子军，
所辖的 22 个居民小区中有 15 个是无物
业小区，防疫压力大，多亏有党员志愿者
们的支援。

邮储银行首笔抗疫类
资产证券化托管业务在湘落地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王俐君 杨伊媛
赵立婷）今天，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成功托管中建五局发行
的“疫情防控资产证券化”项目，托管金额 4.77 亿元。邮储
银行抗疫类资产证券化托管业务由此实现新突破。

疫情发生以来，中建五局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在9个城市承担19座防疫医院建设，计划将
其在河南安阳承建的“小汤山”抗疫医院建设项目，以及其
湖北地区供应商形成的应付账款，发行抗疫专项资产证券
化项目。

针对中建五局需求，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通过“投资+
托管”联动模式，减免托管服务手续费，并为其发行的抗疫
专项资产证券化项目投资 1.4 亿元，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
该项目项下161笔对供应商的资金划付。

中石化在长沙推出
“天使优惠卡”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王
浩）今天，在湘雅医院，一场“为最美逆行天使加油”的
活动，为广大医护人员带来了“实惠”，发起该活动的
中石化长沙分公司表示，今日起至本月25日，为长沙
市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办理“天使优惠卡”，凭此卡可享
受0.3元/升至1.21元/升成品油价格优惠。

中石化是我省成品油最主要供应企业，省内建
有1800余座油站，站点遍布全省各地。目前，长沙
地区已有1200余名医护人员领取了“天使优惠卡”，
还需要办理的医护人员可通过医院工会申请办理。

25日起，机动车车窗上
可不贴纸质检验标志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邓彪）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4月 25
日起，湖南交警将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应用机动车
检验标志电子化，已领取检验标志电子凭证的车
辆，无需再在车窗上粘贴纸质标志。届时，机动车
所有人（或管理人）可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
务平台（www.122.gov.cn）或“交管 12123”手机
APP申领、查看和使用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证。

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检验标志电子凭
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
核发，采用加密防伪二维码，具备统一性、唯一性、
安全性的特点。同时，电子凭证与纸质凭证具有
同等效力，可在交通事故处理、保险理赔以及机动
车租赁、抵押等情况下使用。目前，电子凭证分为
在线出示、离线出示和打印出示3种出示方式。

长沙：疫情防控“坚持再坚持”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4月 16日，衡阳县西
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盛
必达服饰制衣车间，技术
工人在加紧生产防护服。
今年，该公司主动调整产
能，将服装生产线转变为
防疫工作需要的防护服生
产线。目前，五条防护服生
产 线 日 生 产 防 护 服 约
10000 件，全部出口欧美
等国家和地区。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欣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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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防输入

就业创业“一帮一”

湖南两高校精准高效
帮扶湖北高校

湖南日报4月 17日讯 （记者 易禹琳） 记者今日获
悉，作为首批教育部确定的对口支援湖北的高校，我省中
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已分别启动与武汉轻工大学和黄冈
师范学院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一帮一”行动，各项
帮扶措施正在精准、高效落实中。

据中南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徐赞介绍，该校第一时
间与武汉轻工大学建立了工作群，4月15日发布了两校将
于 4-5 月合办 2020 届毕业生夏季大型网络招聘会，当天
就有231家用人单位报名参加。今天，两校召开了就业创
业工作“一帮一”行动推进视频座谈会。了解到武汉轻工
大学的学生受疫情影响，求职意愿不够强烈，部分学生没
有做好求职准备，中南大学接下来将组织学生求职训练
营，已安排在 4 月进行 4 场直播讲座和 1 场模拟演练。针
对武汉轻工大学毕业生就业不理想的护理和经管类等专
业，中南大学将直接采用院对院帮扶，联合召开有关专业
的网络双选会。

我们的就业信息网向黄冈师范学院毕业生开放，现
已有 1000 多名学生注册。”湖南师范大学招生与就业指
导处处长宋叔培告诉记者，两校已制定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一帮一”行动实施方案，4月将联合举办网络招聘
会。除引导校友企业和用人单位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外，
湖南师范大学将为黄冈师范学院毕业生开放自主建设的
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立就业指导线上咨询平台，开放
多门优质线上课程资源，选派优秀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
计(论文)和毕业实习，开展学院和专业对口帮扶，同时开
放“双创”示范基地、孵化器等众创空间,为毕业生创新
创业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