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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临近，新
型肺炎疫情牵动人心，
各相关部门和地方正全
力战“疫”。截至1月22日
20时，湖北已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病例444例，新增69
例，累计死亡17例。面对
快速变化的疫情，我们
不能心存侥幸。

疫情发生后，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及时作出防控部署，强
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
蔓延势头。

虽然目前防疫工
作已引起全社会关注，
但仍有一些地方、一些
人对疫情防控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
有人在疫情面前“耍大
胆”，非但自己不戴口
罩，还嘲笑戴口罩的人

“惜命”。有人不做防护
就带孩子进出人员密
集场所，出门长途旅

行。有的单位对疫情不敏感、怕
麻烦，不落实职业暴露防护、发
热筛查等防控要求，还有的部门
认为防疫是卫生和疾控部门的
事，对“联防联控”反应迟缓。这
些现象暴露出公共卫生体系还
存在漏洞和短板，民众健康素养
和防病知识还有待加强，全社会
还未形成对重大公共事件的有
序响应和支援。

一旦疫情蔓延，谁都无法独善
其身。侥幸心理背后，一方面是“与
我无关”“我不会那么倒霉”等心态；
另一方面，也有社会对传染病传播
规律认知和准备不足的客观原因。
从仅湖北武汉一地发现，到截至目
前13个省（区、市）报告感染确诊病
例，时间不过三四天，令公众对疫情
发展的速度感到吃惊，也缺少足够
的心理准备。这都提醒我们，疫情没
有“时差”，唯有坚持公开透明的信
息披露、跨部门和区域的信息共享
和协调联动体系建设、常年不松懈
的防控准备，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2 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
相关发布会提示，当前病毒存在
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进一步扩
散的风险。目前国家卫健委已牵
头30多个部门，成立应对疫情的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国家卫健委
医政医管局负责人焦雅辉提醒
公众，提倡“口罩文明”，一定要
戴口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只有抛弃幻想，把防控措施落实
好，真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
隔离、早诊断、早治疗这“五早”，
才能把疫情有效控制住。

（据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新华时评

为增强资产处置透明度，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经省财政厅审
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现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二０三台部分国
有资产处置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资产情况：处置资产坐落于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街道西
龙村双杨路与桐西路交叉口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二０三台，包括
住宅、商业、办公等房产的建筑面积 1561.95 平方米、土地面积
3577.34平方米及附属设施和临时建筑。

二、处置方式：该地块已纳入长沙市芙蓉区桐西小学建设工
程项目建设范围，根据芙蓉区人民政府《桐西小学建设工程项目
房屋征收范围公告》（芙政征字[2015]第5-1号），由芙蓉区人民
政府征收。

三、收入管理：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
范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土地资产有偿使用和处置管理工作的
通知》（湘政办发[2013]74号）等文件规定，资产处置收入按照政
府非税收入管理有关规定上缴国库。

凡对上述资产处置事项有异议者，请在公示之日起 7 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二０三台反映。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街道西龙村双杨路与桐西
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13077317452
特此公示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二０三台
2020年1月23日

关于国有资产处置有关事项的公示

近年来，为进一步推进平安道林建设工作，使广大群众提
高知晓“平安建设”、支持“平安建设”、参与“平安建设”，宁乡市
道林镇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多举措全力推进平安道林建设。

一是坚持推动形成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宣传攻势，实施
扫黑除恶线索摸排“五包”机制，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督导工作，保持以打促防、以打促安、露头即打的严打态
势。积极开展“五个一”平安创建暨扫黑除恶工作“五进”活
动，营造守法意识强、社会秩序好的良好局面，通过半年的努
力，摘掉“扫黑除恶挂牌整治乡镇”帽子。

二是全面实施以“一村一辅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警务
战略，各村辅警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开展治安纠纷、民间
纠纷的调解工作，化解村民之间矛盾，消除刑事、治安、民转
刑各类案件的隐患。

三是强有力打击违法犯罪行为，2019 年共立刑事案件
37起，立行政案件83起，刑事拘留44人，行政处罚88 人。

四是发挥矛盾调解中心作用，坚持每月开展一次“矛盾
纠纷大排查大调解”讲评调度会，积极化解信访矛盾。2019
年 1至 12月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 208件，调解成功 206件，
调处成功率在98%以上，没有因调解不及时而引起的民转刑
案件和群众集体性上访案件的发生，实现了道林社会治安环
境更优更好更平安。 （黄 慧 刘石江） ·精彩湖南·

宁乡道林：多措并举，建设平安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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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
融许可证》。

下列机构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黄材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192S243010155 许可证流水号：00673847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1月7日
住所：湖南省宁乡市黄材镇青羊社区黄材大道E栋
发证日期：2020年1月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灰汤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2U243010057
许可证流水号：00488274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月1日
住所：湖南省宁乡县灰汤镇灰汤村（宁灰公路旁）
发证日期：2013年6月2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我自愿加入志愿服务行列。我承诺：尽己所能，不计报酬，
帮助他人，服务社会……”1月 20日，永兴县新春文艺晚会上迎
来特别一幕，在全场干部群众见证下，永兴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总
队和12支专业志愿服务队的代表庄严宣誓并接受旗帜，这标志
着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正式扬帆起航，推动文明实践在永
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面对全国、全省新时代文明试点县各具特色的活动，永兴县
作为非试点县，如何在新时期下开展好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在
认真学习吃透上级文件精神的基础上，该县提出了“做实一个中
心、完善两个网络，健全三级阵地，建设八大基地，强化十二支队
伍”的工作思路。建设了实体化的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立
了志愿服务总队，组建了 12支专业队伍，全县 16个乡镇（街道）
均组建了志愿服务大队，274个村（社区），4个工业园区，县直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均组建了志愿服务小分队。

去年来，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共组织各类宣讲活动
4300 余场次，受教干部群众 37 万人。组织开展文体活动 640
余场次，开展扶贫济困帮扶 1.4万人。在开展“户帮户亲帮亲互
助脱贫奔小康”活动中，永兴县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的牵头作用，组织了“支部连百户”帮扶、“百企帮千户”行动、

“和美宜家”爱心帮扶、“扶贫日”等志愿服务活动，全县各志愿
服务队伍和志愿者积极参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全县 300 余
个志愿服务队与 587 户重点帮扶对象建立结对关系，开展帮扶
服务 6378 人次，落实帮扶资金 189 万元，“零钱助学”共募集捐
款106万元。 （代志刚 曾 翔 黄永强） ·精彩湖南·

永兴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成果丰硕

本院执行的被执行人湖南大成

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湖南张家界

山水天下置业有限公司、湖南张家

界大成山水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系

列纠纷案。目前，经本院采取强制

执行措施，扣划了上述被执行人银

行 存 款 共 计 人 民 币 4439878.57 元

(未扣除执行费)。现因该系列执行

案件可清偿的案款金额较少，债权

人数较多及债权总额较大，所扣划

的执行案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

实际情况，经综合考虑，确定按照本

院未执行完毕案件的执行立案时间

顺序进行逐步清偿。

但是（1）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

（含增资合同纠纷）的执行案件以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借款本金为限，利

息、罚息、迟延履行金、违约金不在本

次清偿范围执列。

（2）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生效法律文书为回购内容的执行案

件(含有租金判决内容的)，以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回购本金和具体租金

本金为限，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

违约金不在本次清偿范围执列。

（3）案由为租赁合同纠纷的执

行案件，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具

体租金本金为限，利息、罚息、迟延

履行金、违约金不在本次清偿范围

执列。

（4）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生效法律文书为办理产权备案及其

办证违约金内容的执行案件，不在本

次清偿范围之列。

本方案中未执行完毕案件的执

行立案时间顺序表张贴于湖南大成

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大门口予以公

示，该方案公示期为 15 天，如对公示

的立案时间顺序有异议的，可持相关

立案材料交本院予以核实。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2020年1月23日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执行财产清偿方案执行财产清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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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焦点回应

疫情存在扩散风险 防控措施全面升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及时作出防控部署。当前，各相
关部门和地方正全力以赴科学有效抓好疫情防控。

如何研判当前发生的疫情、是否已出现病
毒“超级传播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
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有关情况
举行发布会，回应公众对疫情的诸多关切。

截至1月22日20时，湖北已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44例，新增69例，
累计死亡17例。

从仅湖北武汉一地发现，到截至
目前13个省（区、市）报告感染确诊病
例，时间不过三四天，令公众对疫情发
展的速度感到吃惊。目前，新型肺炎疫
情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水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
在发布会上说，近日，病例数量变化较
大，与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不断加深、完
善了诊断方法，优化并向全国下发了
诊断试剂有一定的关系。

他说，专家研判认为，病例主要与
武汉相关，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
人员感染，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
疫情传播途径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病
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着进一
步扩散的风险。李斌在发布会上说，要
严防死守，把疫情控制在武汉。这是在
此次疫情防控的官方公开表态中首次
出现“严防死守”，显示出对当前疫情
防控的判断已升级。

经安乡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安乡大道北延伸线
道路工程（二期）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安乡县开
元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额约 85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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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乡县建设工程招投标办公室
2020年1月22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李斌
说，近日我国进一步加强了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完善了国家卫健委牵头，包
括30多个部门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下设综合、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科研
攻关、后勤保障、前方工作组，分别由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任组长，明确责任，
分工协作，共同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面对春运，人员流动性大幅增强，
如何对疫情进行有效防控，避免全国性
地扩散？李斌表示，下一步将对不同地
区、不同人群的疫情防控工作实行分类
指导。

具体而言，在已经发现病例的省
份强化疫情监测应对，落实“五早”措

施即病例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诊断、早治疗，调配医疗资源加强病
例救治，做好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医
院感染防控和实验室生物安全等工
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环境卫生
整治力度，延缓疫情传播。

在还未发现病例的省份，制定完善
应急预案和工作方案，重点做好负压救
护车、负压病房、诊疗专家、治疗药物、检
测试剂、消杀药械和防护用品等疫情应
对准备，开展医务人员培训，确保一旦出
现疫情能够规范有效处置。

李斌说，当前对于全国防控而言，
要把这些防控措施落实好，真正做到

“五早”，把疫情有效地控制住。

全面加强防控 确保真正落实“五早”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当前，公众对于新型病毒的致病
性和“人传人”风险，特别是新病毒与
非 典（SARS）、中 东 呼 吸 综 合 征

（MERS）相比较的传播模式，高度关
注。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日前已
确认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已出现
医务人员感染。疾控专家钟南山提醒
说，疫情防控的关键在于防止病毒传
播，防止出现“超级传播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

发布会上说，病毒在做对宿主的适应突
变，但还没有证据说已经出现“超级传播
者”，会密切关注后续发展。这将是指导
防控的一个重要方向。高福说，加上这个
新病毒，共发现7个感染人类的冠状病
毒。其中SARS、MERS比较严重，另外4
个对人类的致病性比季节性流感还弱。
对于这个新病毒，还在不断对它科学认
识的过程中。就目前的流行病学和目前
的认知来说，儿童、年龄比较小的人对它
不易感。

病毒在适应突变 初步判断儿童、年轻人不易感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现在武汉到底处于怎样的情况？国家卫健委
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日前对媒体表示，近期
疫情防控的重点仍然在武汉。

“目前全国九成以上的确诊病例集中在武
汉。”李斌说，下一步要严防死守，把疫情控制在武
汉。把好“入口关”，严格落实市场监管和野生动物
管控；把好“出口关”，严格落实机场、火车站、汽车
站、码头等体温筛检，全力遏制疫情进一步传播扩
散。

22日凌晨，湖北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强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的通告，决定启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II级应急响应。“也就是重大级别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由省政府统一领导
和指挥。”国家卫健委应急办主任许树强解读道。

许树强说，启动重大级别应急响应以后，可以
采取的措施包括：紧急调集和征集有关人员、物
资、交通工具及相关设施设备，进行现场隔离、疫
区的确定和封锁，保证应急处理所需要的物资经
费。组织进行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病人救
治和人员疏散，必要时可以请国务院予以支持，保
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顺利进行。

（据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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