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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安乡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安乡县西门口老旧小

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二标段施工总承包已具备

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安乡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投资额为 16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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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乡县建设工程招投标办公室

2020年5月23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湘潭湘乡支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东山办事处民主路燕兴华城
1期08栋107、206号
机构编码：000020430381 许可证流水号：0252146
成立日期：2011年11月24日
发证日期：2020年4月29日
电话：0731-56783815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
保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
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
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经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批准，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经安乡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安乡县西门口
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一标段）总承包已
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安乡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该项目估算总投资约10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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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133.22:
8000/)。

安乡县建设工程招投标办公室
2020年5月23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汉寿县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汉寿县人民医院生化

免疫流水线采购现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采购人为汉寿县人
民医院，项目预算金额6250000元，保证金100000元，现予
以公告。具体详情请前往常德市政府采购网（http://changd.
ccgp-hunan.gov.cn）或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
changde.gov.cn）查看或下载采购文件，以法定媒体信息为
准。

常德众益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在湖南怀化高新区财富路7号正清
集团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6日以电话、
传真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由董
事长吴飞驰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
公司董事 5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5
人，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
确认公司向湖南湘江力远正泓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借款及相关协
议的议案》、《关于确认怀化大地控股
有限公司向公司借款及相关协议的议
案》（非关联董事不足3名，直接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会议时间：2020 年 6 月 8 日上

午9时30分
2、会议地点：湖南怀化高新区财

富路7号正清集团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出席会议人员：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截至 2020 年 6 月 1 日登记在

册的股东。
（3）公司聘任的律师及公司董事

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一、会议审议事项
此次会议将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确认公司向湖南湘江力
远正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借款及相关协议的议案》。

2、《关于确认怀化大地控股有限
公司向公司借款及相关协议的议案》。

二、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20 年 6 月 6 日、7
日每天9:00—16:00

2、登记地点：湖南怀化高新区财
富路7号正清集团

3、法人股东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和营业执照，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
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代理人出席需
要凭代理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进行
登记，授权委托书参考格式请登录本
公司网站www.zq99.com下载）。

三、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食宿自理。
2、电话及联系人：
0745—2508798

（杨绣春 温晓萍）
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暨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周娟娟的债权转
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资产清单
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周娟娟。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以
及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
清算主体。

周娟娟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包括但
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
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周娟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
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号尚玺苑18B栋
联系人：陈路
电话：0731-89917506
周娟娟 电话：13517491216

2020年5月23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下列数据截至2019年12月20日，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湖南庄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湖南庄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高建明

账面本金余额

17,866,796.45

账面利息

600,217.54

孳生利息

6,137,586.88

债权合计

24,604,600.8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周娟娟

2019年4月24日第14版刊登的公告内容中，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支公司的机构住所有
误，应为：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集里街道办事处新屋岭片
区利通·太悦城10#幢101、201、301号房。

特此更正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
2020年5月23日

更 正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星彩 20040 8 9 3 8 2 5 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3 8993928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20093 7 3 0
排列5 20093 7 3 0 5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2997976

“崀山不仅有秀丽迷人的自然风
光，也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这次我们
在沿路的宣传栏里，看到一个个新宁

‘廉吏’的故事，令人兴趣盎然……”5
月20日上午，怀化游客李先生在看完
刘长佑等人清廉为官的故事后，意犹
未尽。这是新宁县崀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开展的“廉洁单位”创建、推进
廉洁文化进景区活动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新宁县积极推进“廉
洁单位”创建工作，着力构建“四廉四
制”工作模式，即以廉洁思想、廉洁制
度、廉洁纪律、廉洁形象等“四廉”建
设为目标，以清单推进制、办点示范
制、调度讲评制、督导考评制等“四
制”为抓手，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目前，该县 492 个单位完成

申报工作，实现“廉洁单位”创建全覆
盖。

突出旅游特色，弘扬廉洁思想。
将“廉洁思想”贯穿于“旅游立县”全
过程、各环节，立足丰富的旅游资源，
不断加强廉政文化宣传和廉政思想
教育。目前已在崀山、玉女岩、风神
洞等景区张贴廉洁标语 6000 余幅，
挖掘本土廉洁故事 3 个，编排廉洁小
戏剧1个。

开展全面梳理，完善廉洁制度。
围绕“廉”字突出对事、财的管理，对廉
政风险点进行全面梳理，注重从议事、
监督、评议等三个方面完善机制、强化
制度保障。重点对工程项目建设、扶
贫资金管理、村级“微权力”等方面的
问题进行梳理，加强制度规范。目前，

共制定完善相关制度18个。
划出高底两线，严明廉洁纪律。

坚持分类分线，对县直机关、乡镇、村
（社区）分别提出高线和底线要求。
廉洁高线，即“创廉”的目标和方向；
底线，是指红线，一旦触碰，将对责任
人予以严肃问责。截至目前，共立案
18件，党纪政务处分17人。

坚持抓小抓细，树立廉洁形象。
坚持从小处入手、从细处抓起，推行

“拒绝一包烟、控制腐败升温”“星级
服务评价”“三牌警告”等活动。通过
将“放管服”改革抓紧抓实，严禁庸懒
散拖、索拿卡要、推诿扯皮，促使工作
人员用百分百的努力将实事做实、好
事办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杨 坚 余 达 梁 雨 张佳伟）

新宁：“四廉四制”催生492个“廉洁单位”
“目前已具备查询、导航功能，正处于推广阶段。”近日，宁

乡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推介新上线的宁乡市扶
贫产品电子地图。今年，该市已铺排产业扶贫项目 129 个，
1766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其中。通过扶贫产品电子地图，
可查询到这些项目的产品特色、实施地、上市时间、联系方式
等信息，并可使用其导航功能上门实地了解情况、购买产品。

“只有及时把产品卖出去，才会真正实现贫困户增收，才
能深度激发贫困户发展产业的积极性。”该中心主任贺虎介
绍，制作电子地图，根本目的是为广大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产品
拓展市场，系统地让消费者了解相关产品信息，更广泛地实现
产销对接。

用扶贫产品电子地图查询时，可输入产品或产地。如输
入产品“土鸡”，会显示38个选项，有“回水种养专业合作社在
龙田镇组织 540 户贫困户养殖土鸡近 1.5 万羽，预计 9 月上
市”等信息；输入产地“黄材”，则显示土鸡、辣椒、宁乡花猪、华
塘鱼等7个主要产品，并有种养规模、上市时间、联系方式等
信息。眼下，宁乡市扶贫产品电子地图正处于推广阶段，推广
范围以长沙市为主。他们还正对该电子地图进行动态补充完
善，及时增加信息，开发其购物功能。 （邓俊良）

宁乡市扶贫产品电子地图上线
为1.7万多家建档立卡贫困户拓展市场

湖南日报 5 月 22 日讯
（记者 陈薇）今天上午10时，
由国务院新闻办对外推广局、
湖南省政府新闻办指导，国家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
司支持，芒果超媒、芒果 TV
出品的《闪耀的平凡》第二期
节目《幸福带头人》在芒果
TV与观众准时见面。

今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
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广大战场
上，有许多年轻人带着新技
术，运用新理念，发挥光和
热。在这期节目中，外国嘉宾
欧生·优丽走进农村，结识了
直播卖农产品的黄思秀和大
学毕业回到家乡推广传统刺
绣的张居悦。

用直播架起城市与
农村的“带货”桥梁

“这个辣椒做泡椒好”“这
个核桃皮有点厚，但肉质很
好”……在贵州普安县热闹的
集市上，黄思秀正用手机实时
直播，为千里之外的粉丝购买
新鲜的“村货”。

贵州普安县曾是中国最
贫穷的地区之一，随着中国各
地大小城镇之间的快递服务
网络及直播技术的日趋成熟，
这里出现了很多电子商务人，
黄思秀就是其一，直播代购明
显加大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量。

“当地村民不擅长和外界
沟通，他们守一天可能只卖个
几十元。我给他们做代购，有
时候一下子就能卖个几百元。

我们合作，互惠互利。”黄思秀
开心地表示，不仅自己能赚到
钱，还可以与当地农民一起携
手脱贫致富，一举两得。

回乡创建刺绣合作社
助力家乡脱贫

90后张居悦是一名土生
土长的羌族女孩，从小受藏
族、羌族文化熏陶的她，大学
毕业后回到农村做起了自己
喜爱的事情——推广传统手
工刺绣。

开端并不顺利，回乡创业
的张居悦被亲戚们认为是“不
务正业”，年纪轻轻的她受到
村民的质疑。最终，张居悦说
服大家，建立了刺绣合作社。
在网购流行的趋势下，张居悦
在线上开设网店，在线下通过
刺绣合作社组织当地农村妇
女制作刺绣。如今，刺绣合作
社已与当地40余名妇女建立
长期合作关系，50 岁的张群
英就是其中一员。

因为身患残疾，张群英干
不了农活。加入当地的刺绣合
作社后，张群英现在能靠刺绣
手艺来养活自己。不少妇女纷
纷表示，以前做的绣品只能自
己穿戴，现在不仅能卖出去，
销路还很好。此前，一年的收
入只有几千元，现在一个月就
有两三千元。脱贫致富不再是
梦想，而是成了现实。

不少网友评论称，《闪耀
的平凡》每期 10 分钟的节目
很好看。在“幸福带头人”黄思
秀、张居悦的身上，他们看到
了中国人掌握自己命运的勇
气和智慧。

“幸福带头人”
助力家乡脱贫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多么熟悉的地方，多么熟悉的声音。
5 月21日17时，18岁的贵州省玉屏女孩小
彭迈着匆匆脚步，再次来到怀化市第一人民
医院时，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

这里是她终身难忘的地方，作为湖南省
首例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她在这里度过了
21个日日夜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在医
务人员夜以继日的全力救治下，2月17日，
小彭成功治愈出院。出院之日，在湖北省做
导游的她情不自禁地感叹：“印象最深的一
道风景在湖南，在怀化。”

在医院，小彭见到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唐斌，将写有“疫情防控勇担当，医德医
风属一流”的锦旗递上，向周围的医务人员
深深鞠了一躬，热泪盈眶地说：“这里是给我
第二次生命的地方，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最要感谢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
关怀”

“作为一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能够获
得新生，最要感谢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关
怀。”小彭告诉记者，治愈出院后，她看到了
很多关于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新闻。特别是
习总书记情牵患者，殷切嘱托“对重症、危重
症病例要集中救治、全力救治”，并到医院了
解新冠肺炎感染者住院诊疗情况，为患者加
油，为医护人员鼓劲，彰显了人民领袖爱人
民的崇高情怀。

“还要感谢湖南各级领导的关心。”小彭
说，她从家人、医护人员和有关她的新闻报道
中得知，湖南省的多位领导了解到她的情况
后，或电询或到医院，要求尽最大努力救治，并
全程跟踪关注治疗进展。怀化市委领导多次到
医院参加会商会诊。小彭说：“湘黔一家，感恩湖
南，感恩怀化。湖南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针对你的病情，我们开展线上视频会
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都给出了很好
的意见和建议。”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王平告诉小彭，第一批省级医疗救治专
家组怀化组组长、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徐道妙教授不顾个人安危，主动
给小彭“拔管”。

听到这里，小彭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她笑着说：“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大咖关注
我。”

听了小彭的话，在场的人开怀大笑起
来。

“第一次看清你们的脸”

“小彭，你变瘦了，精神状态很好呀。”接
过锦旗后，唐斌拍了拍小彭的肩膀，问起近
况来。

小彭回家“探亲”，按照她的说法是一次
“感恩之旅”。进入医院，她就被一群白衣天
使包围着，大家就像久别的亲友，有说不完
的话。回忆那段难忘的日子，小彭感慨万千。

“从1月27日来到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治疗，我一直被爱包围着。”性格开朗的小彭
说道,“让我明白了‘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
知道你为了谁’这句歌词的含义。”

“你是曾哥哥，你的声音好温柔，好有磁
性的。”小彭听到护士曾何敏给她打招呼，便
猜出了他曾经护理过她。

曾何敏是照顾小彭的唯一男护士，再见
小彭，往事重现。

“1月27日清早，我还没来得及吃早餐，
便来到重症监护室照顾小彭。连续 12 个小
时没有进食，也没有上厕所。当时她很躁动，
没有安全感，我就用右手握住她的手，另一
只手腾出来做事。”曾何敏说。

小彭走到曾何敏、唐雨、李华等医护人员
面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第一次看清你们
的脸，没想到你们都有酒窝，好可爱!”她说，
听声音就感到很熟悉、很亲切，“我来之前就
想象你们的样子。没想到你们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美、还要帅。”小彭说，没想到照顾她的好
多医护人员都是90后的哥哥姐姐，他们的奉
献精神、高尚医德都值得自己学习。

“是你们精心的治疗和体贴入微的护
理，增添了我战胜病魔的勇气。”小彭说，她
住院时，全身插满了“导管”。为防止“导管”
脱落，每天需 5 个护士帮她翻身拍背，一天
两次，一次30分钟。为了安抚她的情绪，护
士们经常陪她说话，用手机放音乐给她听。

“下次我请你们吃贵州特色菜”

因为工作忙，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

长蒋朝阳稍晚才过来见到小彭。
“小彭，再次看见你，很高兴。不光是我，

大家脸上都是灿烂的笑容。”蒋朝阳说，自己
早已把小彭视为亲人。

1月27日，小彭在转院途中，呼吸管堵
塞，呼吸困难，随时有生命危险。“停车吸
痰。”当时，蒋朝阳当即决定，并主动用吸痰
器疏通呼吸管道。谁知小彭一呛，气管插管
内的血水喷到了蒋朝阳脸上。蒋朝阳全然不
顾个人安危，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继续把痰
吸干净。庆幸的是，他没有被感染。

小彭治愈出院后，蒋朝阳通过微信、电
话与她保持联系，跟踪随访，并对她进行心
理疏导。两人的关系，也从医患关系变成了
很好的朋友。

终于见到没戴口罩的蒋朝阳，小彭很激
动。她说，在自己心目中，他就像父亲一样值
得尊敬。她告诉蒋朝阳，回到家里后，她时常
打羽毛球和爬山，通过锻炼来提高自己的抵
抗力，现在身体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因为疫
情原因，小彭辞了在武汉的工作，未来准备
在家乡的县城找份工作。

小彭告诉记者，除了给她治病，蒋朝阳
还像父亲一样教她做人的道理，湘黔一家
亲，希望她传递爱心，做一个爱的传递者。

小彭回家“探亲”，亲人们尽地主之谊。
蒋朝阳说：“小彭，今天我私人请你去吃怀化
特色菜，哥哥姐姐们陪你一起边吃边聊，好
不好？”小彭乐呵呵地说：“好，好，下次我请
你们吃贵州特色菜。”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彭伶 郑涛）记者今天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获悉，
我省村卫生室全部配备了合格乡村医生（含乡镇
卫生院派驻），并完成1153个村卫生室“空白村”
标准化建设任务，全省基本消除村卫生室“空白
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作为全省卫生健康
服务体系的网底，村卫生室及早发现和报告病例，
协助管理密切接触者和来自疫情发生地区人员，
成为最基层的医疗防控力量。

我省贫困地区因地处偏远，受经济发展、交通
条件和卫生人员缺乏等影响，部分村级卫生服务网
底曾经不健全，2019年初全省有1153个村卫生室

“空白村”（其中无房无合格村医的699个）。为解决
贫困地区农村群众就近有地方有医生看病问题，切
实打好健康扶贫攻坚战，2019年，湖南省《政府工作
报告》将“基本消除村卫生室‘空白村’”列为12项重
点民生实事之一，向全省人民作出庄严承诺。

为了做好村卫生室“空白村”业务用房建设，
我省因地制宜做好“四个结合”：坚持村级服务平

台与配套村卫生室相结合；坚持利用村里闲置房
屋与改扩建村卫生室相结合；坚持利用乡村医疗
诊所与配套村卫生室相结合；坚持省级财政支持
与地方财政配套相结合。同时，全省开展村卫生室
标准化建设，明确村卫生室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
以上，设有诊断室、治疗（处置）室、药房、观察室、
公共卫生服务室5室，5室分开设置，同时设公共
的值班室和卫生间。

有了村卫生室，还要配齐合格村医。在人员选
派方面，首先是将近几年毕业的本土化乡村医生
调剂安排到“空白村”卫生室执业；其次是统筹辖
区内的合格的乡村医生，比如把一村多室的乡村
医生调剂到“空白村”执业；另外，通过实施紧密型
乡村一体化管理招聘合格医生，与乡镇卫生院签
订正式用工合同，积极引导和鼓励有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以上的人员到“空白村”卫生室执业；对
于人口稀少，山高路远难以留住乡村医生的“空白
村”，则由乡镇卫生院或上级医疗卫生机构安排固
定的、合格的医生定点定期巡诊。

湖南首例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贵州女孩小彭治愈后，5月21日回到怀化“探亲”——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湖南基本消除

村卫生室“空白村”

春桃熟
果农乐

5 月 22
日，道县仙
子脚镇下白
村，春桃专业
合作社的果
农在装筐早
熟 春 桃 。近
年，该村坚持
基层党建与
脱贫攻坚相
结合，通过发
展产业，带动
了 148 户 贫
困户增收脱
贫。
蒋克青 黄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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