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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必画 刘睿欣

劝阻举办各类婚丧喜宴，严肃查
处打牌赌博行为，大力整治农村环境
卫生……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怀
化市洪江区以疫情防控措施向“人情
风”、“赌博风”等陈规陋习开刀，助推
乡风文明，效果明显。

整治赈酒陋习 减轻群众负担

洪江区严格落实怀化市委“四个
一律”“十条禁令”防控要求，暂时禁止
举办各类婚丧喜宴等人员聚集活动，
整治赈酒陋习。

全区以村、社区为站点建立起线
上联通的监督信息网。组织村居党
员、村民小组长、社区楼栋长成立宣传
监督队伍，及时上报各类酒宴、聚餐活
动信息；区民政局牵头建立直通村

（居）的信息反馈机制，对防疫期间办
理死亡、结婚登记的人员信息反馈至
所在村（居），由相关人员及时跟进劝
导。截至目前，洪江区累计简办丧事
34 起，延办或不办喜事 59 起，减轻了

群众负担。
区纪工委监工委开通 24 小时监

督举报电话及网络举报平台，受理反
映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违规办酒聚餐
问题线索 2 起。同时按照“当天接收、
当天交办、当天办理、当天反馈”和“四
个一律”要求快查快办、通报曝光。

整治赌博恶习 聚力发展生产

洪江区组织区直部门、乡街、村
（社区）党组织开展“三级联控”，狠刹
赌博恶习。

“堵”字当头，施行最强禁令。出
台禁令，将辖区 222 家牌馆全部暂停
营业。全区以网格、片区为单位对聚
众打牌的行为严防死守。广泛宣传，
形成群防群控监督格局。全区共计劝
阻聚众打牌行为 120 余起。区纪工委
监工委联合公安机关不定期监督检
查，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聚众打牌、
赌博行为严肃处理。

“疏”字减压，聚力发展生产。洪
江区严格落实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相关
要求，根据辖区企业生产特点和疫情

防控情况分级分批次推进。区领导及
后盾单位分别同辖区规模企业、重点
项目结成帮扶对子，20 名防疫联络员
到企业蹲点坐班。区内规模企业和市
重点项目复产开工率达100%。

整治农村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洪江区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加
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

以解决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为
重点，洪江区动员各乡村和农户开展
村庄清洁“春节战役”，做到道路清爽、
水域清爽、集镇清爽、庭院清爽、个人
清爽。超计划完成厕改 311 户，铺设
污水管道2460米，15个行政村全部建
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增设分类
垃圾收集点 50 处，对废弃口罩等防疫
医药废品实行专收专运。对全区所有
村（居）的生活垃圾进行统一清运处
理，加强畜禽养殖污染规范化管理。

此外，全区88名农村签约医生组成
22个医疗团队，定期开展健康体检和防
疫宣传，助力村民健康生活习惯养成。

防疫情 治陋习 树新风
——怀化市洪江区以疫情防控措施助推乡风文明建设

娄底市委食堂：

开发新菜品 助销农产品

通 告
颜建斌、王仁锦、谭阿强：

安平镇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电话通知你三位
同志正常回岗上班，你至今未归，限你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
之前回单位报到正常上班。如逾期未归，按照国办发

〔2002〕35号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九
条之规定，依法解除与我单位的聘用合同，终止与我单位的
人事关系。特此通告

涟源市安平镇人民政府
2020年3月18日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奉永
成 通讯员 龙开余 黄秀仁）将做好的鸡
倒扣在荷叶中包好，稍微一蒸，香气四溢
的“荷叶扣鸡”就做好了，肉质细嫩，油而
不腻。最近，娄底市很多市民爱上了“荷
叶扣鸡”。

“荷叶扣鸡”是娄底市委机关食堂在
防疫期间开发的一道新菜。防疫期间，娄
底涟源茅塘嘉达农业生态园饲养的近万
羽山地鸡急着出售，该生态园是当地带

领贫困群众脱贫的市场主体，与贫困户
建立了利益机制，山地鸡的销售直接关
系到贫困户的增收。娄底市委机关食堂
得知后，当即决定采取“以买代帮”方式
采购该生态园的山地鸡。

山地鸡数量多，如果做法单一，久吃必
厌，销量也上不来。娄底市委机关食堂的厨
师们以山地鸡为主食材，开发出“莲子蒸鸡、
茶油焖鸡、荷叶扣鸡”等新菜品。其中，“荷叶
扣鸡”获得好评。娄底市委机关食堂趁势联

合涟源茅塘嘉达农业生态园推出“荷叶扣
鸡”大礼包，包括一只山地鸡、制作方法和步
骤及调料，价格亲民，深受消费者喜欢。截至
3月16日，已销售山地鸡近千羽。

今年以来，娄底市委机关食堂已帮
助贫困户销售蔬菜超 5 万公斤，销售各
类水果、手工产品约 10 万元。与 5 个县

（市）150个贫困村建立长期扶贫产品供
销关系，脱贫攻坚以来，已累计帮助贫困
村和贫困户销售扶贫产品约1000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杰 万传文

红薯种下后，贫困户张业贵干劲更
足了。3月16日，趁着天气好，他一大早
扛起锄头，来到屋后荒地除草清沟。“用
旋耕机再翻一遍，清明前将红薯移栽下
去，这10多亩地一年就会有2万多元收
入。在家发展产业创收，还能照顾家人，
解决了我的忧愁。”张业贵说。

张业贵是澧县火连坡镇古城岗村
人，有2个小孩，妻子有病在身。一家人
的生计全靠他在县城餐馆当厨师。今年，
疫情发生后，餐馆迟迟没复工。加上该镇
与湖北毗邻，防控形势严峻，外出找事不
便。

“开始不敢想，既没有预留红薯种，
又没土地种。”张业贵说，正月里闲在家
里无所事事，想拾起老本行，多种点红
薯，再喂 1000 只鸡，等疫情过后，就给
餐馆送去。这一想法得到村干部支持。古
城岗村党总支书记文春建帮他流转土
地。3月初，湖南城头山红薯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进村给贫困户免费发放红薯种，
张业贵种下了100多公斤红薯种。

文春建介绍，古城岗村地理位置特
殊，上世纪50年代修建王家厂水库时，
不少田地被水淹没，地势较高的山地只
适合种红薯，且红薯多用来喂猪，很难卖
钱。全村 735 户有 135 户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后，后盾单位、村

支两委因地制宜开发红薯产业脱贫项
目。湖南城头山红薯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以每公斤 0.6 元的价格保底收购，每亩
红薯可增收1000元以上。此外，参与红
薯种植的贫困人口每人每年可分红250
元。去年第一年，全村发展红薯基地350
亩，115户贫困户受益。张业贵家2亩地
收入 3000 多元，分红 1000 元，尝到了
甜头。

“为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年
村里组建了红薯产业合作社，新流转150
亩荒地，让更多贫困户加入进来。同时引
导贫困户发展茶油、柑橘、药材等经济作
物。”文春建说，现在，村里为贫困户建立
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贫困户脱贫致
富能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长沙累计发放稳岗
返还资金1.1亿元
惠及7385家企业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谢
璐 通讯员 徐扬）今天，记者从长沙
市人社局获悉，截至 3 月 16 日，长沙
市已累计发放四批企业稳岗返还资
金1.1亿元，惠及7385家企业。

2 月 12 日，长沙市人社局启动
2020 年度企业稳岗返还，仅 48 小时
就完成了首批 212 家企业稳岗返还
申报、受理、初审、复审、复核工作。
期间，向参保企业及社保经办人发
送 10 万余条手机短信,告知相关信
息，“即申报即审核”快办模式、全程
网办“零跑腿”等工作做法经人社部
向全国推广。

长 沙 市 人 社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下一步，将按照资金返还再提
速、网上经办再加力、主动服务再升
级的相关要求，持续做好企业稳岗
返还工作。

永州“五条禁令”
规范教师职业行为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唐
善理 通讯员 凌铭 卿露）3 月 17
日，永州市教育局发布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引导教师自觉规范职业行
为的“五条禁令”，明确要求全市中
小学在职教师，严禁违规组织有偿
补课、严禁违规征订教辅材料、严禁
克扣挤占学生伙食、严禁违规收受
红包礼金、严禁歧视体罚侮辱学生。

据了解，今年该市教育系统开
展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年活动，制定
出台了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年活动方
案，“五条禁令”是其中极其重要的
内容。

“五条禁令”颁布后，永州市教
育局将开展专项整治，把违反教师
从教行为涉及“五条禁令”方面的问
题，作为师德师风整治重点，与侵害
群众利益方面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结
合起来抓，加大对师德师风案件的
惩治力度。凡违反从教行为“五条禁
令”的教师，有关部门将一律根据

《湖南省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
行为处理实施办法(试行)》及时对其
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还将移交纪
检监察部门查处。

山隔千重水万条
情牵中意路何遥

岳阳侨联援助意大利
10700只口罩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徐
亚平）17 日 下 午 ，岳 阳 市 侨 联 将
10700 只口罩，启运发往意大利疫情
最严峻的城市之一米兰。岳阳侨眷、民
间诗人柳玲玲深情赋诗“山隔千重水
万条，情牵中意路何遥”，以表达国人
对意大利友人的关注和关心。

据了解，在国内疫情危急之时，意
大利侨胞纷纷响应，千里传情，向全国
各地援助大量款物。1月29日，意大利
米兰侨胞胡小秋向岳阳捐赠第一笔海
外善款 1 万元。闻讯意大利深受疫情
侵扰，岳阳市侨联人感同身受，组织本
次“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援助行
动。他们携手湖南省侨青委、岳阳县政
府，筹集到 10000 只一次性口罩和
700只FFP2口罩。岳阳市侨联主席高
鸽子称，在中意建交50周年的特殊时
期，中意两国人民互帮互助、相依相
托，邦交友谊必将更加根深蒂固、坚不
可摧。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熊远帆）到秋收起义纪念园“打
卡”光辉起点，到胡耀邦故居追忆
红色故事，到大围山国家森林公
园探访浏阳河源头古井，到浏阳
河畔畅想最美浏阳夜……

今天，浏阳正式推出包括对
全国医务工作者免门票的四大文
旅优惠活动，诚邀全国游客到浏
阳打卡最亮的夜间、最火的乡间、
最红的网间。

继昨天正式推出“十大文旅
网红打卡地”“十佳夜间经济示范
点”后，浏阳市今天还推出打卡

“美景”“美宿”“美食”“美品”等四
大文旅优惠活动。从即日开始，浏
阳全域范围内指定的旅游景区、
酒店、民宿、餐饮门店、旅游商品
购物点都将参与活动。

从今年 3 月 12 日至 12 月 31
日，全国医务工作者到指定景区
游玩实行免门票，入住活动的酒
店、民宿可享挂牌价 5 折并享受

“住一晚送一晚”优惠。同时,全
国医务工作者和湘赣边区域合
作 23 个县（市、区）居民来浏阳
品尝美食、购买商品还能享受相
应折扣。

浏阳推出
四大文旅优惠活动

全国医务工作者指定景区免门票

种下红薯 种下希望

湖南日报 3 月 17 日讯（记
者 张咪 通讯员 何俊明 彭丽
娜）近日，省文明办发布《关于
2019 年湖南省城市文明程度指
数测评结果的通报》，此次县级
城市测评有 53 个省级文明城市
参与，醴陵市以 93.21 分的成绩，
位居第一名。

近 年 来 ，醴 陵 市“ 内 外 兼
修”，统抓城市建设和社会进步，
着力完善城市管理、培育文明风
尚，让城市“表里如一”。目前，该
市已修建“口袋公园”70 余个，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8.1 平方米，
实现 300 米见园、500 米见绿。渌
江书院、陶瓷会展馆、1915 陶瓷
文化特色街区等一大批特色场
馆陆续投入使用，“一江两岸”风
光带对外开放，人均公共文化体
育设施面积达 3.75 平方米，市民
生活环境更有品质。

莲株高速、东富大道竣工通
车，瓷城大道、醴泉路等城市主
要街区完成升级改造，城市路网
全面拉通。建成“全省领先、县级
一流”的智能交通指挥系统，实
行交警“包段责任制”，确保了道
路通畅，市民出行更加便捷。

该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两年评选一
届道德模范。目前，该市有各级
道德模范 48 名，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该市还建
立健全志愿者管理体系，现有志
愿者组织 30 余个，注册志愿者
10.6 万人，设立学雷锋志愿服务
岗 124 个、窗口行业便民服务点
80 余个。

持续开展“十大文明行动”，
举办“同做文明人，共创文明城”

“书香醴陵、全民阅读”“全民健
身”等系列主题活动。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李治）长沙县今天启动首个网上
购房节暨“星房产”服务平台上线
仪式。网上购房节将持续至 4 月
30日，为期一个半月。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长沙县、长沙经开区积极
应对，主动出击，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全面开展

“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半’大
竞赛”活动。为确保商品房交易
供需双方有效对接，长沙县搭建
了长沙县首个网上房产导购及
服务平台——“星房产”平台，并
举办首届网上购房节。

在启动仪式现场的大屏幕
上，新城·悦隽公园项目的销售代
表带领现场观众直播看房。该项
目负责人秦二涛说，政府部门短

短几天就搭建起网上购房平台，
实现了不出家门就如同来到现场
看房的效果，并且还在省内外广
为宣传，令房地产企业深受鼓舞。

“星房产”平台依托长沙县融
媒体中心官方 APP“星视界”开
设，是网上房产导购及服务的专
业平台。长沙县住建局负责人介
绍，这是个便民平台，也是个政府
服务平台，更希望成为一个有人
气和实效的商务平台。这次活动，
政府组织了近期有销售计划的
20 多家开发商共同参加，通过加
大优惠力度、举办趣味性抽奖活
动，吸引消费者积极参与。未来一
周左右，全县所有楼盘都有望进
驻到这个平台，让老百姓在网上
看到实景房，更方便地掌握各类
信息。

坚守岗位
美化道路
3月17日，长沙市岳麓区

雷锋大道杜鹃路口，辖区市政
维护人员正加紧维修道路坑洼
路面。随着近期复工复产增多，
长沙城区道路车流量已恢复至
疫情前正常值的八成以上。日
前，长沙全面启动城市道路市
政设施维修工作，对城区路面
出现的坑洼、网裂等问题及时
进行重新铣刨，以提升道路品
质，提高车辆通行效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2019年湖南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揭晓

醴陵名列县级城市第一

长沙县举办网上购房节
“星房产”服务平台上线,让老百姓在

网上看到实景房

受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湖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决定使用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矿
业权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采取网上挂
牌方式，组织公开出让石门县悦家泉矿区饮用天
然矿泉水采矿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出让人和挂牌人
1.1 出让人
名称：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地址：长沙市湘府西路8号
法定代表人：周海兵
1.2 挂牌人
名称：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长沙市万家丽南路二段29号
法定代表人：汤兹

2 挂牌出让原则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按

“不低于起始价”和“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3 基本情况及准入条件
3.1 基本情况
3.1.1采矿权名称：石门县悦家泉矿区饮用

天然矿泉水采矿权
3.1.2采矿权编号：湘矿网挂〔2020〕01号
3.1.3采矿权位置：石门县夹山镇
3.1.4采矿权范围（2000国家大地坐标）及

面积：

拐点编号 X Y
1 3268625.785 37535512.627
2 3268625.785 37535825.627
3 3268232.785 37535825.627
4 3268232.785 37535512.627
开采深度：+165米～+145米
面积：0.1336km2

3.1.5开采矿种：矿泉水
3.1.6生产规模：24万 m3/a
3.1.7出让年限：9年（含1年基建期）
3.1.8挂牌出让起始价2640万元，增价幅度

10万元。
3.2 准入条件（竞买人资质）
竞买人应为未纳入失信企业名单(含法定代

表人)和安全生产失信黑名单(含法定代表人)的
独立法人企业。

4 挂牌出让文件获取、申购程序
4.1 挂牌出让文件获取
挂牌出让文件从网上下载获取。意向竞买

人可通过IE浏览器登录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http://www.hngzzx.com/），点击“国土
交易”，再点击该采矿权挂牌出让交易公告，即
可浏览、查阅和下载该项目的《湖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矿业权交易系统使用手册》、《数字证
书申办表》、对应采矿权挂牌出让文件。

4.2 申购方式、程序及其注意事项
4.2.1 申购方式和程序
本次挂牌采取网上报名与报价方式进行。

申请人应首先登录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
场交易系统注册账号，然后至入驻湖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办事大厅的湖南 CA 证书办
理点办理数字证书并进行绑定，绑定之后即可
通过 CA 证书登录交易系统进行申购。详细操
作步骤见《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矿业权交
易系统使用手册》。

办理湖南CA数字证书联系人及联系电
话： 张先生 0731-82237491

4.2.2 申请时的注意事项
本次竞买无需缴纳竞买保证金,系统自动设

置竞买保证金为0元，申请人不需要进一步完成
缴纳竞买保证金相关程序,即可获得竞买资格。

5 重要提示
5.1标的瑕疵的影响。悦家泉枯水期（11月

至次年 1月）水含硒量不符合 GB8537-2008规
定的饮用天然矿泉水富硒界限指标及限量指标
间(0.01-0.05mg/L)要求。此外，采矿权投资存
有不可预计的风险，挂牌出让文件所表述的有
关矿泉水的资源储量、水质等可能与实际开采
有差异，申请人提交申请并参加竞买，即视对采
矿权现状和出让文件已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全

部的风险责任。
5.2根据我省相关规定，竞得人应按照绿色

矿山建设标准建设并经验收后方可投入生产。
5.3 采矿权受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源

规划调整的影响，且需接受包括但不限于安全、
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
法的限制。

5.4受让人在申请采矿权时，必须具备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资源开发利用、
环保、安全等条件。

5.5 采矿权出让年限到期后，竞得人不可申
请延续，需无条件配合注销采矿权。

5.6 竞买人竞得采矿权后，需另行向报告编
制单位支付相关编制费用40万元。

5.7 不可抗力的影响。

6 现场踏勘
需到采矿权现场踏勘的，由竞买人自行前

往，自然资源部门予以协助。

7 相关时间规定
7.1 申请时间：2020 年 3 月 18 日 8 时 00

分－2020年4月29日16时30分
7.2 挂牌时间：2020 年 4 月 16 日 8 时 00

分－2020年4月30日15时30分
7.3 如挂牌截止前有两个以上（含两个）竞

买人报价，则在挂牌截止时，交易系统自动进入
限时竞价程序。限时竞价依交易系统设定的程
序进行，不受挂牌截止时间的限制，直至限时竞
价结束。

7.4报价时间：挂牌开始至竞价活动结束。

8 提出异议的方式与途径
对出让的采矿权存有异议的，应在挂牌截

止前以书面方式向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对
出让交易程序存有异议的，应在挂牌截止前以
书面方式向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

9 需要说明的问题
9.1 本次挂牌采用起始价等于底价的方式

进行，竞买人报价不低于起始价即可成交。成
交后, 竞得人需一次性缴纳出让收益。

9.2 受让人应自行或委托技术单位编制矿
山地质环境综合防治方案，并通过发证机关组
织专家审查通过。在生产过程中，采矿权人应
对照矿山地质环境综合防治方案，按照“边开
采、边治理”的原则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按照《湖南省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建立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基金专用账户，计提、使用、管理
基金。

未尽事宜，请从交易系统下载并阅知石门
县悦家泉矿区饮用天然矿泉水采矿权网上挂牌
出让文件。

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3月18日

石门县悦家泉矿区饮用天然矿泉水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湘资矿告字〔2020〕01号

精准扶贫在三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