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鼎城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灌溪镇棚户区改造
改扩翻建项目二期工程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常
德市鼎城区灌溪镇人民政府，工程费用约1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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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站
2020年7月30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临澧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临澧经济开发区新材

料产业园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二标段）已具备
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湖南常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额约为 28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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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de .gov.cn）。

临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7月24日

7 月 29 日，怀化市鹤城区凉亭坳乡再次组织开展交

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行动，对该乡存在多年的“马路市

场”和集镇公路沿线违章建筑、农贸市场内的违章雨棚进

行彻底拆除，消除了安全隐患。

在集中拆除违搭违建，开展马路市场整治工作前，凉

亭坳乡派出工作人员上门入户对群众宣传了有关政策，

张贴了拆除违搭违建的公告，明确拆除违搭违建的方式

和时间。通过整治行动，共拆除钢架棚30多处、违法搭建

构造物400多处。整治过后，该乡将采取专人专岗，实行

流动执法，防止反弹，规范市场秩序，彻底取缔马路市场，

还路于民。

在整治城乡马路市场的同时，鹤城区坚持路面执法

与源头监管并重的治超方针，严厉打击货运车辆超限超

载运输、非法改装、扬撒脱落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落实

“一超四罚”(罚车辆、罚人员、罚企业、罚源头)措施。对路

面查处超限运输案件进行溯源倒查，强化货运源头监管，

积极探索建立治超长效机制，保障道路畅通、提高监管效

能、节约治理成本。 (郭 飞 易 明 刘志秀)

路面执法与源头监管并重

鹤城区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持续发力

黄材灌区总面积 1380 平方公里，以黄材水库为骨干水

源，肩负长沙、益阳两市三县（区）42万亩农田灌溉和近100

万城乡居民生活生产供水的任务。去年底，由于实施大坝除

险加固项目，黄材水库放至死水位。恰逢今年黄材水库集雨

区范围降雨较往年少30%，库区蓄水少于往年，加上灌区范

围双季稻种植面积较往年增加35%，作物需水量增大。黄材

水库灌区管理局科学研判、超前谋划，提前一个月完成工程

建设任务及水库蓄水验收，精准科学调度平交道，最大可能

利用区间水灌溉，据统计，区间水利用率达到了85%以上。

由于降雨偏少，灌区范围内山塘水库蓄水不足 70%，根

据近段时间晴热少雨的实际情况，黄材水库灌区管理局全面

了解掌握灌区不同作物种植面积和需水时间，科学制订抗旱

应急预案和轮灌计划，召开了抗旱工作部署会，压紧压实防

汛抗旱工作责任，全面进入抗旱实战状态。具体安排是：从

7月16日至9月13日，将对总干渠及所属渠系实施四期，总

灌溉用水量约 4975 万立方米。目前，灌区管理局正加强部

门协作，密切关注旱情发展态势和灌区用水需求，充分发挥

抗旱服务组织作用，着力加强用水调度，按方案落实局领导

联所、科室联站，全体干职工下沉一线的防汛抗旱联动机制，

为灌区经济发展提供水利保障。 （姜磊人 刘彦妮）

黄材灌区抗旱工作提早进入实战状态

今年来，祁阳县财政局以创建省
文明标兵单位为契机，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关于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等系列文件精神，在局机关开展了以
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滴油、一粒
米、一支笔、一张纸”为主题的“六个
一”活动，文明节俭在全体干部职工中
蔚然成风。1-6 月，局机关办公费、水
电费、机关食堂支出同比下降20%。

节约一滴水。在水龙头处张贴温
馨提示小标签，洗手时不用“长流水”，
洗涮餐具、抹布、拖把等不过量用水，
用水后随手将水龙头拧紧、关严，有效
遏制“长流水”和“滴漏”现象。

节约一度电。在自然光照较好的
条件下尽量不用照明灯具，要求工作
人员下班后自觉及时关闭空调、电脑、
传真机、打印机、复印机、饮水机等用
电设施。办公用房无人办公时，做到
不开灯、不开空调、不开电脑，严禁能
耗空放。

节约一滴油。按照公务用车管理
规定，合理调配使用车辆，公务外出时
能够共同使用一台车的尽量拼车出
行，切实提高车辆利用率，严禁公车私
用。同时，执行月度单车油耗统计制
度，规范油耗管理。

节约一粒米。机关食堂支出精打

细算，做到合理膳食，严控伙食经费。
动员干部职工就餐时勤拿少取，按量
取食，杜绝餐桌上的浪费。

节约一支笔。减少一次性签字笔
的使用量，提倡更换笔芯使用水性
笔。开会、学习时不提供笔和纸，由个
人自行携带。按需领取办公用品，建
立管理台账，实行实名登记制度。

节约一张纸。打印文件时尽量使
用双面打印，充分利用好邮箱、QQ、微
信群等信息平台，提高现代化办公水
平和效率，推行以无纸化办公为重点
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建设，减少纸质文
件发放量，各类文件处理能在局域网
传递的一律不发纸质文件，实行无纸
化办公。

（唐志云 奉明英 唐武利）

祁阳县财政系统文明创建系列宣传

践行“六个一”，谱写文明节俭新篇章

产业扶贫是促进贫困人口较快增收达标的有效途径，也
是巩固长期脱贫成果的根本举措，桑植县委县政府坚持“旅
游融合，产业扶贫，绿色发展”总体思路，按照“一主多特”产
业布局，大力发展白茶、优质稻、粽叶、烟叶、蔬菜、中药材、生
猪等产业，坚持精准扶贫，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细的工
作，补齐产业扶贫的短板,巩固产业扶贫成果，坚实了脱贫攻
坚基础。

该县突出县域特色，重点打造“桑植白茶”主导产业，其
中 16 个乡镇 105 个村 34500 户贫困户加入白茶种植行列，
进一步壮大白茶产业。仅 2020 年投入资金 2456.7 万元用
于白茶基地建设、后续茶园培管、加工产能建设项目。投入
财政统筹整合资金 8903.68 万元，用于优质稻示范基地建
设、建档立卡贫困户养殖生猪奖补、中药材项目、高标准农田
建设、农村环境整治等，全面推进产业扶贫项目。

按照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干部职
工狠抓落实、多措并举，齐抓共管上下联动。通过采取产业
奖补、技术指导、直接帮扶、股份合作等方式实现了贫困户产
业扶贫全覆盖，利益机制全联结；引导县内外70余家龙头企
业、211家经营主体，对接124个贫困村发展产业。

目前，该县 298 个村建立了种养专业合作社，建立产业
基地 330个，建档立卡的 9.63万贫困人口发展了家庭产业、
庭院经济。 （向延胜 向佐军）

桑植县产业扶贫惠群众

7月28日20时，郴州市苏仙区治超办联合交警三大队开展
“两客一危一货”等重点车辆整治行动。几个小时的蹲守，查处
货车超载3起，按相关规定进行了处罚。“整治行动最近已查处
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13台（次），有力震慑了违法超载运输行
为。”该区治超办工作人员凌佳祥介绍。

苏仙区是郴州市的重要交通枢纽、物流集散地和旅游胜地，
每天南来北往的车辆超过7万台（次），给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和基
础设施带来很大压力。为打击超限超载违法行为，该区采取网上

“云”治超，网下流动查，实现治超科技化、常态化，让货车超限超
载“无处藏身”。通过在该区良田镇邓家塘、许家洞镇黄草村引进

“不停车治超系统”，对路过大货车进行称重计量，实现全天候、全
时段检测，让超限超载车辆无处遁形。

虽有科技治超的技术手段，但一些司机为绕过检测点，与执
勤人员打起了“游击战”。对此，该区治超办在107国道栖凤渡
至马田路段、高速公路良田收费站、郴州北收费站等重点路段设
立检查点，“点对点”对绕行检测点的货车进行精准打击。同时，
采取错时治超、沿路巡逻检查等灵活执勤方式，做到路面执勤
24小时“在线”。

据了解，上半年，该区检测货运车辆66186台次，处理处罚
违法超限超载车辆193台次，罚款36.2万元，排查源头企业（项
目）66家，消除了非法改装货运车辆上路行驶、货运源头非法装
载和货运车辆非法超限超载现象，治超站点超限超载率稳定保
持在0.6%以下。 （李秉钧 李 川）

苏仙区织密治超安全防线

近年来，宁乡市煤炭坝镇党委以党建工作引领乡村振
兴，将党建文化融入美丽乡村建设，走出一条乡村治理的新
路子。该镇煤炭坝社区提出以支部建设促产业振兴、党员教
育促人才振兴、移风易俗促文化振兴、产业转型促生态振兴
为内容的党建引领体系，建成党建文化园，成为该社区加强
党性教育的新阵地。社区党总支书记贺雪辉说：“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必须要加强教育引导，让党建文化融入生活，走进
群众。”贺家湾村的文化走廊采用墙绘等形式，让党的各项政
策通俗易懂，深入人心。村里的老人说：“文化墙上内容丰
富，在美化环境的同时，让广大群众从中接受教育。”

在具体实施中，该镇因地制宜，不搞大拆大建，不搞千篇
一律，发掘悠久历史和文物资源，打造有品质、有特色的美丽
乡村。竹山塘矿山遗址公园就是在充分挖掘煤炭坝镇 300
年采煤历史基础上，将原本废弃的矿场打造成为集党建、团
建、工业研学、红色影视、科创文创、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煤矿文化”主题文化遗址公园。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将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平安建设等宣
传教育工作融入群众日常的生活中，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建的
文化内涵，形成美丽乡村人人共建，建设成果人人共享的良
好局面。 （黄 霄 刘彦妮）

宁乡市煤炭坝镇：
兴党建文化 建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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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凤凰县山江镇，距凤凰古城 20公里，是一
个坐落在风光秀丽的大山深处中的苗乡小镇，
2 万多名苗族同胞聚居于此，仍然保持着静谧
古朴的苗疆风情。

这里苗族文化源远流长、民族风情浓郁，
这里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里是武陵山
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基地，这里保留着最完
整的原生态特色文化。这里不仅有美丽的风
景，还充满了神秘的文化传奇……

秘境苗乡的这份美丽，等着你前来探寻。
请跟随我们的镜头，领略山江镇的别样风情。

神秘苗乡
魅力山江

7月23日晚，凤凰县山江镇“苗寨故事”演出现场，苗族
传统风俗和技艺吸引游人。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7月23日清晨，凤凰县山江镇，一个个神秘苗寨坐落在崇山峻岭间。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7月29日傍晚，凤凰县山江镇老家寨，乡亲们摆起长桌宴席，迎接远来的客人。老家寨是凤凰县
目前少数民族原始生态和苗族传统民居保护最好的村寨，保存了鲜活的苗族传统文化与生活习俗，
很多游客慕名前来，体验原生态的苗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7月24日，凤凰县山江镇老家寨，“赶边边场”的苗族青年以歌传情，充满浪漫情调。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7月24日，凤凰县山江镇，“苗绣”非遗省级传承人龙红
香（左）带徒弟绣制作品。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20162 6 2 8
排列5 20162 6 2 8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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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 7月 30 日讯

（记者 余蓉）城镇小区配套
建设幼儿园是扩大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今
天下午，株洲市第一批小区
配套幼儿园集体移交签约仪
式在株洲市政府举行，25 家
小区配套幼儿园将办成公办
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其中保教费下降最高的
达3080元，真正让老百姓得
实惠。

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
要求，我省自 2019 年启动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
治理工作。对于已建成且已
开园的配套幼儿园移交不
到位的，要限期移交，结合
本地实际情况，办成公办园
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
对需新建、补建和改建的配
套幼儿园，要加快推进相关
手续审批及施工建设，推动
符合条件的在建园尽快完

成竣工验收。对已建成或正
在建设的居住区未规划幼
儿园或规划不足的，要通过
补建、改建或购置等方式予
以解决。根据摸排，全省需
要治理的配套园有 965 所，
截至 6 月底已完成治理 598
所，完成率为 62%。

值得一提的是，株洲市
配套园治理工作任务重，需
要治理的配套园有 137 所，
近来实行多部门联合办公，
按照“一园一案”明确治理措
施和流程统筹推进。截至目
前，已完成治理80所。

签约仪式上，省教育厅
基础教育处负责人表示，虽
然小区配套园治理工作进
程过半，但接下来的任务还
是很艰巨，各级政府要认真
履行主体职责，切实把小区
配套园治理工作抓实抓好，
确保今年年底全面完成整
治目标。

我省推进配套
幼儿园治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