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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为进一步创新工伤预防宣传，提升
社会大众对工伤预防的认识，共同推动
长沙工伤预防事业发展。长沙市工伤
保险服务中心组织举办 2020 年“工伤
预防·在你身边”文创大赛。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工伤预防 ·在你身边”

二、大赛时间
2020年4月22日-7月17日

三、参赛对象
面向社会，全民参与。

四、参赛要求
（一）参赛作品具有创新性和成长

潜力，参与项目的产品、设计或相关技
术专利、版权无权属纠纷。

（二）参赛作品具有较强的文化属
性和独特创意，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导向。

（三）参赛企业、团队或个人须经营
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

五、征集类别
（一）平面设计类（海报设计、DM

设计、包装设计、标志设计、插画等）
（二）文创产品类（家居用品、玩具、

工艺品、日用消费品等）
（三）视频类（影视、微电影、短视

频、动画）
（四）文案类（广告语、长文案）

六、奖项设置
（一）专业评审奖设置
金奖1名（金奖：10000元/名）
银奖3名（银奖：5000元/名）
铜奖5名（铜奖：2000元/名）

（二）网络人气奖设置
人气奖1名（奖金：2000元/名）
优胜奖10名（奖金：1000元/名）

七、征集流程
（一）大赛启动及作品征集：2020

年4月22日-6月30日
（二）参赛者按要求完整、准确、真

实地填报相关信息，同时将报名资料发
送至大赛指定邮箱，7 月 1 日前完成参
赛作品上传，并做好版权登记相关工
作。由单位、高校等集中推荐报名的作
品团队同样按照以上要求报送参赛作
品资料。

（三）线上网络投票，评选出网络人
气奖、优胜奖：2020年7月1日-7月7日

（四）专家评审，评选出金奖、银

奖、铜奖：2020 年 7 月 8 日-7 月 9 日
（五）获奖名单公示：2020 年 7 月

17日

八、报名及作品提交渠道
大赛统一实行网上报名，参赛个

人 或 团 队 关 注 长 沙 人 社 、长 沙 人 社
12333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号 、我 的 长 沙
APP 及智慧长沙 APP，获取作品登记
报 名 表 ，并 将 作 品 登 记 报 名 表 电 子
档、手写签字扫描件与参赛作品（其
中文创产品类作品提供实物拍摄照
片）一起打包发送到指定邮箱。

指定邮箱：
csgsyfwcds@
163.com

参 赛 作 品
终评后，将在大
赛 主 办 方 指 定
媒 体 公 布 获 奖
名单。

咨询电话：0731-84907700
联系邮箱：csgsyfwcds@163.com

长沙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
2020年4月21日

关于开展2020年“工伤预防·在你身边”文创大赛的通知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龙吟水榭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常德柳叶湖
旅游度假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资额约 1598.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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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津市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新洲镇中学整体搬
迁工程初中并入市三中项目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
招标人为津市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额
为 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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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市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4月30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对湖
南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湖南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20458.93万元，其
中债权本金5282.48万元，债权利息15176.45万元。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境内依法成立的法人、自然人或
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充足的注册资本、良好的资信证明等
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
站，网址www.cinda.com.cn，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湖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齐跻绩 联系电话：0731-84120155
电子邮件：qijij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288 号金色

地标大厦第26-27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731-8545934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tangchengzh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20年4月30日

单户资产处置公告

4月28日上午，邵阳市双清区首批3个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集中开工，吹响了老旧小区改造的冲锋号。

双清区是邵阳市的老工业基地，辖区老旧小区多、涉及
居民多、老旧小区的群众呼声高。近年来，双清区始终将老
旧小区改造作为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成立以区委书记、区
长任双组长的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实施方案，将
符合改造条件的 267 个小区纳入 2020 年—2022 年老旧小
区改造三年项目库，今年共上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41个，19
个项目列入今年重点民生实事考核。目前，供销社家属区、
染料厂家属区和林化厂家属区3个项目已开工建设。

下一步，双清区将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支持、业主参与、
市场运作”的原则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加大群
众参与和监督的力度，确保工程质量不走样、改造结果暖民
心。着力抓好小区设施改建配套、人居环境改造提升、居民
服务改善优化、社区管理改进规范，将老旧小区改造提质与
群众依法自治、文明城市创建相结合。并通过建章立制，规
范治理，建立健全小区公共环境长效管控机制，发动群众参
与社区治理，实现共商共建共管，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同时，做到有序推进，确保时效，已开工的3个项目将于7
月份竣工；19个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年底前全部开工，实现开工
率100%、竣工率60%。 （张雪珊 曾玉娟 刘恩权 郑丹枚）

双清区首批3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集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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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石立新 彭朝超 田翊)清明节
后，气温回升明显，古丈县茶旅游随之
升温，吸引很多人前来逛苗寨、看茶园。

近日，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产业融
合发展园内，蜿蜒的草沙路两旁，粉色
的樱花开满树枝。路两旁万亩有机茶园
里，一排排茶树整齐排列。前来游玩的
游客三三两两拍照、录视频。茶园尽头，
古色古香的夯吾苗寨在云雾中若隐若
现。

“这几天我们牛角山的游客多，到

周末，上面停车场车都停满了。依靠万
亩有机茶园和夯吾苗寨景区两个核心
点，我们推动茶产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
展，带动牛角山、夯娄、盘草等8个村近
万名农民脱贫增收。有茶产业，我们的
生活有保障；茶旅融合搞起来，往后的
日子会更好。”全国人大代表、古丈县默
戎镇牛角山村党总支书记龙献文穿着
一身苗服，笑呵呵地告诉记者。

在翁草村，660亩“白叶一号”茶树
迎着阳光拔节生长，引来一批摄影爱
好者拍照。村里保存完好的苗族建筑

也吸引大量游客。建档立卡户贫困村
民龙忠华这几天忙着制作一个新橱
柜，准备开农家乐。他说：“我去年把房
子改造成民宿，暑假时6间房每天住满
了客人，一年下来有3万元收入。今年，
我准备再开个农家乐。”聊着自己的发
展规划，这位憨厚的苗家大哥露出了
笑容。

古丈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县域内景区已全部开放，游客主要
来自省内周边县市，单个景区游客量从
3月底刚恢复开园时每天几十人，增加

到现在的每天1000多人。
作为有名的茶乡，古丈县立足资

源优势，将 17.5 万亩茶园与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以茶促旅、以旅兴茶，带动
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利用红石林、坐龙
峡、栖凤湖、高望界等核心景区以及茶
叶专业村寨、传统村落、特色民族村寨
等优势资源，开发茶旅农家游、生态
游、田园游、民俗游等特色项目。目前，
已高标准打造竹溪湾、牛角山等6个茶
旅示范基地，带动 600 余户 2000 多人
脱贫。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周树深 石慧 吴建斌)“从3月
21 日开始试运营，每天游客量都在
8000人次左右，天气好的话，一天有1
万多人次。”4月23日，在花垣县麻栗场
镇新科村，神笔生态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徐志永兴奋地告诉记者。

新科村种了570亩黄桃，每年桃花
盛开、桃子成熟季节，是村里旅游的旺
季。随着新科神笔度假村“彩虹滑道”

“碰碰球”“悬崖秋千”“步步惊心桥”等
娱乐设施建成，村里乡村旅游越来越

旺。
苗寨成了景区，村民也吃上了“旅

游饭”。“现在我一天都有几桌客，在家
里就有稳定的收入，很开心！”新科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龙群义每天在自家农家
乐里，忙得不亦乐乎。开商铺、办农家
乐、在景区务工，新科村有近80名村民
在度假村实现稳定就业。同时，村里成
立各种专业种养合作社，种植酥脆枣、
霸王李及茶叶等近 1000 亩，全村 109
户贫困户全部纳入其中。

在花垣县长乐乡谷坡村，贫困村民

杨春梅散养的 300 多只生态土鸡上树
下坎，长得壮实。“去年靠养土鸡，我家
人均纯收入有5800元。”算着去年的收
入，苗家大姐杨春梅咧嘴笑了起来，“我
今年更有信心了，我要把养殖规模扩
大，还打算联合其他村民一起搞养殖。”

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花垣县始终
把脱贫攻坚作为最重大的政治任务、最
紧要的民生工程来抓。围绕“一村一
品”“一户一业”目标，该县精准发力，扎
实推动扶贫产业发展。现在，黑猪养
殖、茶叶种植等特色产业已在全县 12

个乡镇遍地开花。
目前，花垣县142个贫困村已全部

出列，80606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79178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去年
底0.55%，全县如期实现脱贫摘帽。为
扎实巩固脱贫成果，该县35名县级领导

“不下火线”，压实总指挥部统筹协调责
任，坚持227支工作队驻村帮扶全覆盖，
做到后盾单位不变、驻村队员不撤、帮扶
力度不减，乡镇党委政府和村支两委切
实当好“施工队长”，对标对表落实各项
扶贫政策，做到不漏一户一人。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桂书恒）按照省国资委党委统
一部署，4月23日至24日，省国资委党
委第二轮巡察组陆续进驻 4 户委管企
事业单位开展巡察。

本轮巡察将对华天实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湖南省湘绣研究所（湘绣博
物馆）、湖南省工艺美术所（工艺美术
馆）4家单位党组织开展政治巡察。

这轮巡察，省国资委党委巡察组
将结合被巡察单位的特点，突出问题
导向，重点检查被巡察党组织贯彻落
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委重
大决策部署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情况，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情况，

对巡视巡察、审计、主题教育等发现问
题的整改情况，以及党组织领导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责任落实情况。重点关
注政治生态，聚焦生产经营管理，紧盯
重大风险防控、达产增效等重点工作，
坚持人民立场，着力清除“污染源”，推
进企事业单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把巡察监督转化为治理效能。

巡察组将在被巡察单位开展 2 个
月左右的集中巡察，期间设专门值班
电话、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对被巡察单
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问题的来
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
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
映。

省国资委党委
对4户委管企事业单位开展巡察

聚焦生产经营管理，紧盯重大风险防控、达产
增效等重点工作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黄利飞）
4月28日晚间，电广传媒披露2019年
年度报告和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77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11亿
元，同比增长26.87%。2020年一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08 亿元，亏损
1.42亿元，去年同期盈利859.31万元。

2019 年,电广传媒按照“5G+文
旅”战略方向，围绕年初制定的全年
工作任务和重点工作，实施经营业绩

“倍增计划”和“助推计划”，努力实现
效益最大化，圆满完成了年初设定的
各项目标，并重获“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

2019 年，湖南有线集团一手抓存
量，推动传统业务转型突围，一手抓增
量，抢抓 5G 政策机遇，接连布局长株
潭整体列入广电5G首批试点城市、国
家广播电视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马栏
山分中心落户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首个广电5G基站开通、首个“5G高
新视频多场景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重点实验室”落户马栏山等，形成 5G
先发优势。

文旅业务再创佳绩。长沙世界之
窗2019年全年实现营收1.82亿元，净

利润4218.29万元；圣爵菲斯大酒店全
年实现营收 1.83 亿元，实现净利润
2750.84万元，经营收入和利润均创历
史新高。

旗下创投机构达晨财智2019年全
年完成投资项目 23 个，IPO 过会企业
13家，创历史新高，其中科创板7家，位
居行业前列。

利润黑马上海久之润全年实现净
利润超1亿元；海外业务形成突破，成
功进入东南亚及印度市场，并取得良
好效果；实现与芒果互娱、迅雷等的业
务合作，并带来了业务增量。

营收大户韵洪传播表现亮眼，除
广告收入占营收半壁江山外，还通过
打造谭盾《敦煌·慈悲颂》《嗨，我的新
家》等项目拓展新业务形态、开拓创新
盈利模式，培育新的利润来源。其中，

《嗨，我的新家》于2020年初在湖南卫
视周播，同时段收视全国第一。

2020 年是实现广电 5G 正式商用
的关键一年，电广传媒将抓好清频、建
网、研发产品应用三项重点。未来公
司将重点形成5G+智慧教育、5G+智慧
医疗、5G+智慧出行等项目产品，打造
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链条，凭借新物
种、新业态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湖南日报 4月 29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罗舜爱）今天，国
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发布消
息称，为进一步支持疫情防控和企
业复工复产，5 月份全省纳税申报
期限延长至5月22日。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纳税
人以 1 个月为 1 个纳税期的，自期
满之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

自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已根据
国家统一安排，连续 4 次延长纳税
申报期限，并且允许有困难的企业
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延期申
报和延期缴纳税款。据统计，今年
2 月份至今，全省已为 632 户次纳

税人办理了延期申报，为1904户次
纳税人办理了延期缴纳税款，对助
力疫情防控和缓解省内企业资金
压力，都产生良好效果。

省税务局提醒，对于受疫情影
响而逾期申报或者逾期报送相关
资料的纳税人可免予处罚，相关记
录也不纳入纳税信用评价。按照
纳税信用评价制度，今年 1 月份之
后纳税人发生的逾期申报记录，只
能用于评判其2021 年纳税信用级
别，因此，纳税人可及时对自身纳
税信用记录进行核实，以确保消除
因疫情防控对自身纳税信用的影
响。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杨春勇）连日来，长沙海关严厉打
击出口侵权医疗器械、口罩等防疫物资的
违法行为。长沙海关提醒广大进出口企
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尊重知识产权，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注意产品的知识产权
状况，防范法律风险。

近日，长沙黄花机场海关根据权利人
稳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依法对
13.8 万只涉嫌侵犯该公司“winner”商标
专用权的出口口罩实施扣留。据介绍，
该批口罩价值 24.4 万元人民币，由国内
某外贸公司申报出口。经权利人检测鉴
定，该批口罩不仅侵犯了稳健医疗用品
有限公司的“winner”商标使用权，而且

非油性颗粒过滤效率也达不到出厂标
准，属于假冒伪劣产品。目前，案件正在
处理中。

长沙海关于今年 2 月启动了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专项行动“龙腾行动 2020”，
重点关注医疗物资、消费电子类产品、个
人护理用品、服装、箱包、鞋靴等高侵权风
险商品，特别是严厉打击出口侵权医疗器
械、口罩等防疫物资的违法行为。截至
4 月24日，长沙海关共在全省货运、邮寄、
快递等渠道，查扣涉嫌侵犯知识产权进出
口货物、物品共17批、13.93万件（只），价
值25.9万元，除口罩外，还包括剃须刀、提
包、皮带、饰品等，涉嫌侵犯吉列、GUCCI、
LV等权利人的商标专用权。

电广传媒2019年净利润
同比增26.87%

“5G+文旅”战略培育新的增长极

古丈茶旅融合稳定增收
已高标准打造6个茶旅示范基地

一村一品 一户一业

花垣精准发力扶贫产业

5月份纳税申报期限延长

受疫情影响逾期办税不影响企业信用
重点关注医疗物资等高侵权风险商品

长沙海关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公路建设促瑶乡旅公路建设促瑶乡旅游发展游发展
4月29日，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白水旅游公路草原村段，道路

像一条长龙在山岭之间蜿蜒盘旋。该旅游公路长10.46公里，路宽
5~6米，于2018年9月动工，目前主体建设已全面完成。该县近两
年加快推进花瑶景区旅游公路建设，先后开工建设了崇山公路、白
水公路和崇文公路，以促进瑶乡旅游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伍锡辉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何金
燕 通讯员 陶琛）今天，湖南高院组织
全省49家中级、基层法院，对一批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进行集中宣判，并在集
中宣判后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
以来全省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情况，发布6起典型案例。

今年以来，全省法院严格贯彻落
实中央、最高法院关于统筹疫情防控
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因
时制宜，分类分批推动，实现疫情防控
和扫黑除恶“两手抓、两不误”。一季
度，全省法院一审审结黑恶犯罪案件
75 件 296 人，二审审结黑恶犯罪案件
77件416人。

本次集中宣判的6起典型案例，包
括非法采砂、破坏长江河道生态环境
的王玉林、刘涛三等人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涉案财产超过
10亿元的朱红建等人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实施“套路贷”诈
骗他人财物数千万元的李克明等人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杨
华林等人寻衅滋事、非法侵入住宅案，
向俊杰等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案，张
春春、满彦君开设赌场、寻衅滋事案，
数十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25年及以下
不等的有期徒刑。

据介绍，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全省法院共摸排移送“关系网”

“保护伞”线索152条，对黑恶势力“关
系网”“保护伞”无一判处缓免刑；着力
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一审判处财产
刑金额超过35亿元，案均约260万元，
二审判处财产刑金额超过18亿元，案
均约317万元；持续推动“线索清仓”，
共摸排、接收案件线索846条，成案81
条；突出行业清源阶段性重点，共研提
司法建议370件，其中涉及行业领域整
治的司法建议215件。为坚决打赢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收官战”，全省法院将持
续深入开展“线索清仓”“逃犯清零”“案
件清结”“伞网清除”“黑财清底”“行业
清源”的“六清”行动。

全省49家法院
集中宣判一批涉黑涉恶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