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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乐赛仙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20年9月28
日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中青路山河医药健康产业园16栋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关于解散注销公司的议案》《关于选任公司清算组成员
的议案》《关于授权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事项的议案》。请湖南
乐赛仙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接到通知后及时联系公
司凭有效身份证件、股东证明文件准时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联系人：李鹊 联系电话：17711771467
湖南乐赛仙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2日

湖南乐赛仙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通知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美韵·馨城建设项
目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湖南韵动置业
有限公司,投资额约 37424.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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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9月11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周俊 邹娜
妮 通讯员 刘明）9月 8日至 9日，第三届湖
南黄精高峰论坛在新化县举行。活动现场同
期举办中国黄精膳食大赛初赛，来自浙江、
湖南、重庆等地 23家单位携名厨亮绝活，以

“黄精”为主题的菜肴、糕点、面点、粥品等，
引人垂涎。

新化是传统黄精产区，自古有采挖、种
植和食用黄精的传统，七蒸七晒、九蒸九晒
的加工方法以及黄精炖鸡、黄精炖排骨、七

制或九制后直接食用等方法流传至今。当地
黄精植株高大、块茎肥厚，多糖含量平均高
达 16%以上。2018年，“新化黄精”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9年，中国林学会授
予新化“中国黄精之乡”称号。

依托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得天独厚的地理
环境，新化把黄精作为发展林下经济的主导
产业。每年整合涉农资金2000万元，在黄精
产学研合作、种苗繁育、基地扩建、产品加工
与研发、品牌宣传与推广、引进大型药企、培

育龙头企业、技术改造等方面给予政策引导
和资金扶持；通过建立“公司（合作社）+基
地+贫困户”运营模式，鼓励农户种植黄精，引
导药企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扩大生
产；通过产业链打造，将产业从单一的种植转
向深加工，开发出超微粉、代饮茶、糯米酒、保
健酒、面条、速溶饮料等10余个系列产品。

同时，该县成立黄精地理证明商标管理
办公室，制订黄精产业发展计划、黄精产品质
量标准和管理办法，强化品牌保护和管理；建

设中药材产业园区、中药材集散中心、黄精展
览馆，筹备黄精类博士后工作站和科学研究
试验站等，全力推动黄精产业做大做强。

目前，该县黄精种植面积达3.8万余亩，
培育出从事黄精产业的企业 80 余家，从业
人员超过 10 万人，全县黄精综合产值突破
4.5 亿元。黄精产业与 2 万多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户均增收达 1.5 万
元。黄精产业成为该县林下经济增长、农户
脱贫致富的拳头产业。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李杰）9月
7日下午，记者在安乡县珊珀湖看到，4艘绞
吸式挖泥船正在进行湖底淤泥吹填作业。

“清除的底泥一部分吹填至生态湿地，营造
浅滩，另一部分吹填至环湖生态沟内 3318
亩养殖池塘实施退渔还耕。”安乡县珊珀湖
水利风景区管理处副主任曾召云告诉记者，
近年来，安乡县实施五大工程推进珊珀湖综
合整治，湖泊生态修复能力不断恢复。

珊珀湖位于安乡县安丰乡境内，系澧水
和松滋两河尾闾洼地积水成湖，集雨面积
6.5万亩，水面2.75万亩，属半封闭型调蓄湖
泊。因投肥养鱼水体受到严重污染，群众反
映强烈。中央环保督察问题交办后，安乡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珊珀湖综合治理
领导小组，编制综合整治工程方案，确定实
施全面禁投、环湖截污、重点清淤、多点活
水、生态修复五大整治工程。

2017 年 9 月，全面禁止投肥养殖，修建
环湖生态沟，实施环湖截污，并划定周边 1
公里为禁养区，关闭 12家畜禽规模养殖场。
整治农业面源污染、全部封堵拆除沿湖涵
管、实施环湖生态沟内精养鱼塘生态转型，
引进2家龙头企业、组建5家专业合作社，推
进生态健康养殖，实现养殖水体达标排放或
零排放。新建豆港泵站，对赵家湖泵站、王家
垸泵站改扩建，引澧水入湖，确保珊珀湖水

位每月一次大循环，最大限度改善水质。
“整治工程开始实施时，湖水浑浊，没有

一株水草。现在水草茂盛、鱼游虾嬉、鸟戏湖
面。”安丰乡村民陈正华2017年就在珊珀湖
整改工地务工,对此深有感触。据介绍，珊珀
湖今年计划完成水生植物栽种约 9000 亩，
现在已完成6586亩。截至目前，安乡筹资近
6 亿元，通过实施补水、清淤、截污净化等工
程，珊珀湖已重现水清、岸绿、路畅、景美。

林下经济迈向“黄精时代”
综合产值突破4.5亿元，培育企业80余家，从业人数超10万人

五大工程推进珊珀湖治理
筹资近6亿元整治，珊珀湖重现水清、岸绿、路畅、景美

“湘潭向北”风雨无阻
长株潭城轨西环线一期工程

一标段进展迅速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冯松青 马
璐）9月10日上午，湘潭突降暴雨，长株潭城际轨道西环线一期
工程一标段黄家湾站建设现场，43米高的履带式起重机正在进
行吊运作业。现场负责人童继舟命令工人回办公区避雨后，大
家裤脚还滴着雨水，又投入到项目技术难点的讨论中……经过

“百日会战”，该项目正按计划全速推进，已完成投资1.1亿元。
长株潭城际轨道西环线一期工程一标段合同中标价

26.367 亿元，总承包是湖南建工集团、湖南建工集团三公司、
中建股份、中建五局土木、广州地铁院联合体。其中黄家湾站、
北津站、北黄高架区间、车辆基地等由湖南建工集团三公司市
政水利分公司承建，总造价5.547亿元。目前，现场有一支280
人的施工队伍，日夜不停地抢抓建设进度。项目进场时，赶上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工期延后了 40 多天。湖南建工集团开展

“赛业绩、展英才”项目建设“百日会战”，把被疫情耽误的时间
抢回来。市政水利分公司全体成员投入会战，举行誓师会，挂
起会战牌（倒计时），20 台挖掘机，30 辆渣土车，推土机、压路
机、汽车吊等，会战在西环线。市政水利分公司党支部还为项
目前线党小组授党旗，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并组织开
展重点项目劳动竞赛，职工士气高涨，建设热火朝天。

据了解，长株潭城际轨道西环线一期工程是打造长株潭
城市群“半小时交通圈”的核心骨干项目之一，对“湘潭向北”
发展规划至关重要。项目建成后，将拉近长株潭城乡发展、促
进三市产业融合、产城融合。长株潭城际轨道西环线一期工程
预计在2022年9月23日投入运行。

“开工不真实”
“竣工不及时”
株洲通报4起项目建设中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戴鹏）9月11日，记者从株洲
市纪委监委获悉，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震慑作用，持续深化项
目建设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专项整治，该市通报了天
元区等4个单位和部门，在项目建设中“开工不真实”“竣工不
及时”“项目烂尾”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

通报显示，2018至 2019年底，位于天元区的中小型航机
与燃机研发及平台研制产业化项目在不具备开工条件的情况
下，多次举行开工仪式，但未实质性开工，属于典型的“开工不
真实”问题。近期，株洲市纪委监委对该项目天元区联系领导
进行约谈。

同时被通报的典型案例，还有南马电子科技项目，因茶陵
县在项目用地选址上脱离实际、决策不科学、准备工作不充
分，造成项目无法落地开工；株洲市农副产品批发交易中心项
目，因该市交发集团对子公司考核流于形式，导致项目建设进
度严重滞后，未按时竣工；神农古镇旅游开发项目，因炎陵县
未对项目可行性进行科学论证，盲目决策，导致该项目违规占
用河道建设，造成项目整体推进缓慢，目前处于烂尾状态。

通报要求，株洲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要从这4起
典型问题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职
责定位，严肃查处产业项目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
问题，以强有力的监督执纪问责，推动专项整治工作常态化、
长效化。

“张吉怀”携手广州邀客

百趟专列带客寻美湘西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田金松 吴勇

兵）9 月 10 日，“百趟专列开进张吉怀”2020 年张吉怀旅游推
介会在广州举行，这是2016年张吉怀旅游共同体成立以来首
次进粤推介大美湘西。

仙境张家界，神秘大湘西，嗨游在怀化，张吉怀地缘相邻，
文脉相承，旅游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推介会上，张吉怀旅游
共同体公布了包含张家界、凤凰古城、怀化三地景区在内的多
条相关精品线路，并将于本月 18 日组织首趟专列入湘，三地
将对专列线路中包含的景区和景区内交通，实行“买一送一”
优惠或特价优惠，游客购买专列旅游产品还可享受300至700
元不等的政府旅游补贴。

广东是大湘西的重要客源地。乘专列入湘的广东游客除
了游览首批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中国最美丽的小城凤凰古
城、“百里画廊”茅岩河、瀑布上的小镇芙蓉镇等张吉怀精华景
点外，还可到墨戎苗寨，近距离感受苗歌、四方鼓、荡秋千、舞
狮耍龙等苗族传统文化项目，享受大湘西文化魅力。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成俊峰 通
讯员 李钢彪)9月10日，记者从衡阳市反恐
怖工作暨县域警务特警建设现场推进会上
获悉，日前该市已全面建成县域反恐体系，
以精准防控进一步织牢百姓“安全网”。目
前，衡阳市各县市区以及重点乡镇街道，反
恐怖工作领导机构已实现实体化运行，县市
区公安局反恐怖大队已全部挂牌办公，为全
市反恐工作提供强大支撑保障。

今年来，衡阳县域反恐体系建设紧盯

“精准防控县域城乡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风
险”目标，坚决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恐怖主义法》以及最新颁布实施的《湖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
法》，加强县域反恐综合治理，不断深化基础
摸排、情报搜集、反恐宣传和应急防范。该市
还全面充实特警队伍力量，配备县市区特巡
警警力 1354 名，有序招录了一批谈判、射
击、拆弹、技战、体能人才，全市特巡警力量
排全省第二位。

同时，衡阳市聚焦“衡阳快警”规范化建
设，建立完善巡逻防控“四项机制”和“1、3、
5”应急响应机制，借助各级情报指挥中心，
将快警平台与公安网、互联网、350 兆无线
通信、340 兆无线图传、视频监控指挥无缝
对接，实现街面防控指挥调度机制转型升
级。该市还积极探索实施反恐基础摸排新机
制，出台《涉恐情报信息奖励办法》，落实分
级分类奖励制度。全市反恐基础管控采集
率、准确率、及时率、合格率均达100%。

精准防控织牢“安全网”

衡阳县域反恐体系全面建成

9月11日，学生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使用AED设备进行急救演练。当天，由长沙市红十字会主办的“疫情下的急救”
主题宣传暨2020年世界急救日现场救护、防疫演练活动，在长沙市芙蓉区蓉园小学举行。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向广大市民
和中小学生传播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增强全社会对突发事件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谢丽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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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户征婚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罗玉霞 陈宇翔 肖治勇

9 月 9 日，郴州市北湖区官方微信公众
号发布的《老黄征婚啦》推文，在微信圈广为
传送。

老黄名叫黄文国，是北湖区仰天湖瑶族
乡梨树下村村民，今年 58 岁。以往，梨树下
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民生活不富足，全
村 327 户 1325 人，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0
户77人，黄文国便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在对口帮扶单位北湖区卫健局
的帮助下，梨树下村脱贫步伐显著加快。至
去年底，除1户3人未脱贫外，其余贫困群众
已全部脱贫。

黄文国早年丧妻，他农忙时种地，闲时
上山伐竹编竹制品，独自拉扯女儿长大。女儿
长大后嫁在本村，生活条件也不好。黄文国一
个人住在土坯房里，患胃溃疡、胆囊息肉等疾
病，2014年他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北湖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
锐是黄文国的帮扶责任人。他帮助黄文国联
系医院安排床位，工作队为他申请健康扶贫
政策。经过治疗，黄文国的病情好转。

“党的扶贫政策这么好，我自己更不能泄
气。”工作队发动村民种植中药材黄精，恢复
健康的黄文国不甘人后，打算种8亩试试。

工作队给他送来8亩黄精种苗。黄文国
像照顾女儿一样照顾这些“宝贝疙瘩”，除
草、施肥、杀虫等一丝不苟，“宝贝疙瘩”一天
天茁壮成长。2019年，黄文国将黄精种植面
积扩大到10亩。

黄文国还种水稻，养禾花鱼、猪、鸡等。
近几年黄文国的年均纯收入达 40000 多
元，实现稳定脱贫。

喜事一桩接一桩。搭帮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黄文国住进了新房，添置了新家具、家电。
黄文国从电视上看到，湘西十八洞村脱贫后，
村里不少单身汉都脱了“单”，于是他有了新
想法：“如今生活好了，我也该找个老伴了。”

9 月 3 日，黄文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女
儿黄海英，女儿非常支持。老黄征婚的消息
迅速传开来……

西洞庭湖
建设候鸟公园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李杰 通

讯员 周国华）记者9月8日从西洞庭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为加大对西洞庭
湖的保护力度，引导大众保护候鸟，西洞庭
湖已开工建设青山湖候鸟公园。该项目总投
资约8000万元，今年3月已开工建设，预计
11月竣工、开园。

近年来，汉寿县不断加大对西洞庭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定
期开展河湖洲滩专项整治和湿地生态修复，
生态环境日趋改善。现已恢复退化湿地面积
8万亩，每年来此栖息、越冬的候鸟种群数量
稳定并超过3万只。“建设青山湖候鸟公园，
既能看鸟、看湖、看花草，还具备防汛和生态
功能。”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青山湖候鸟公园项目将重点
实施引鸟护鸟工程，吸引半边湖观鸟示范基
地的部分栖息鸟类到青山湖区域，将青山湖
集中打造成为一个集湿地观鸟、教研、旅游于
一体的大型湿地科普旅游公园示范基地。

青山湖候鸟公园将以汉寿县洋淘湖镇青
山湖垸为中心，建设2公里花堤、游步道，建设
一座鸟类鱼类博物馆、观鸟台、渔政码头沿堤
栈道、沿堤岸线及青山湖生态景观培养等。

湖南日报9月 11日讯（记者 周俊 邹
娜妮 通讯员 彭海平）9 月 10 日，新化县东
正街“上梅红”志愿者服务岗，志愿者晏新
民、肖求田头戴“小红帽”，为来往的居民提
供测血压、茶水等便民服务。晏新民笑着介
绍：“仅这条小巷子，就有30多名志愿者，60
多个文明家庭。”

在文明县城创建中，新化将新时代文明
实践与志愿者服务相结合，打造“上梅红”志
愿服务品牌。采取自愿报名参加的方式，引
导社区居民利用自己的职业、特长等优势，
开展志愿服务，履行政策宣传学习、环境卫

生整治、邻里纠纷调处、关爱弱势群体、关心
青少年成长、平安创建、交通秩序劝导、上传
下达等八大职责。

新化成立“上梅红”文明实践所，依托
网格成立相应网格支部，以楼栋、院落为
基本单元，组建 1 名楼栋长带领 3 至 5 名
志愿者为主体的“上梅红”志愿服务小分
队，形成“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网格
党支部-楼栋（院落）党小组-楼栋志愿者

服务队”的服务体系。目前，“上梅红”志愿
者队伍已发展到 1399 支，招募常态化志
愿者 6838 名。

十字街社区 93 岁的吴素珍老人，全
家有 16 名“上梅红”志愿者，其家教家风
学习讲堂，成为当地的家庭教育阵地；永
兴社区陈家院在志愿者的带动下，从“脏
乱差”的典型变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网红
打卡点。

新化打造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
讯员 宋桐青)9月8日，记者走进宁远县湾井
镇下灌社区，发现这里分类垃圾桶覆盖社区
各角落。身穿黄马甲的保洁员走家串户收集
垃圾，村餐厨垃圾处理中心紧张运转，变废为
宝，日产有机肥200公斤。垃圾分类成为美丽
乡村新时尚，下灌景区成了网红竞相打卡地。

近年来，宁远县坚持把垃圾治理作为重
大民生工程来抓，坚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
整体推进，全力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
化、资源化，以此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改善。县
委主要负责人带头联系脏乱差村，多方筹措
治理资金。全县 422 个村(社区)将垃圾治理

列入村规民约。开发卫生保洁、河道治理等
特设岗位2000个，充实城乡保洁力量，建设
一支常态化专职保洁员队伍。

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破解乡村垃圾处
置难。引进“500强”企业中联重科负责垃圾
收转运，完成布点 1471 个，每天转运垃圾
180余吨。引进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投
资运营商光大国际集团公司，投资建设永州

东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电厂预计今年
10月竣工投产，将惠及三县180万人口。

宁远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欧阳胜辉介绍，目前全县垃圾分类
集中处理率、资源化利用率分别达到 99%、
80%，先后获评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
源化利用示范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
范县、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

宁远治理垃圾“美”城乡
全县垃圾分类集中处理率、资源化利用率，分别达到

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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