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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东塘营销服
务部
机构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蔡锷北路621号第1、3楼
机构编码：000002430105002
许可证流水号：0248731
联系电话：0731-84405109 邮编：410008
成立日期：2005年3月23日 负责人：余涛
发证日期：2020年1月20日
业务范围：1、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2、收取营销员
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4、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5、经所
属保险机构核保，可以打印保单；6、经所属保险机构授权，可
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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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颁）发《经营保险
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经临澧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临澧县2020年机关
院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临
澧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投资额约3549.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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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事务中心
2020年5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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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县 2020年安福

街道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临澧
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投资额约 5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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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事务中心
2020年5月13日

该机构不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遗失，

特声明作废，现予以公告。

遗失声明

机构编码：B1099S243010022

许可证流水号：0056586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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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10月19日

住 所：湖南省浏阳市水岸山城小区

天马路唐家洲52号门面

发证日期：2015年10月2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湖南监管局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水岸山城社区支行

5月13日，长沙市开
福区福元路社区廉政文
化公园，工作人员引导居
民家庭代表参观，介绍中
华传统廉洁文化。当天，
开福区纪委监委、区妇联
举办“树清廉家风·建文
明家庭”国际家庭日廉洁
清风进万家活动，将中华
传统廉洁文化与国际家
庭日有机结合，让廉洁之
风吹进千家万户，构筑拒
腐防变家庭防线。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树清廉家风
建文明家庭

湖南日报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冉春雷

“现在荒田里有水了，播下的种子发芽
了，早稻种植任务完成了，感谢你们！”“五
一”前夕，看到甘拥军再次带着督查组来到
村里，湘潭经开区响水乡郑家村党总支书记
成伟军不惊反喜，连声道谢。

4 月中旬，湘潭市委、市政府派出 4 个
督查组，深入各县市区开展粮食（早稻）生
产专项督查。甘拥军作为湘潭市纪委监委

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长，也带一个
督查组来到郑家村。看到一片地势较高的
田里，有村民在开着机器翻耕，成伟军介
绍：“你们看，我们村里的农民大都下了田，
机器也都用上了，都在忙着哩，请你们放
心。”

甘拥军看看成伟军，蹲下身子，仔细看
了看这丘田。

“成书记，不对头呀，土壤这么干，水在
哪里呢？”

“水？水……”成伟军低下了头。
甘拥军又四下转了转，仍然不见引水渠

道，也不见抽水设备。
“成书记，田翻耕了，但还没上水，你这

是做给我们看的吧？”甘拥军这句话，让成伟
军一惊，羞红了脸。

这田的主人是村民老崔。据他讲，这田
有好几年没种了，就是因为水供不上来。成
伟军解释，村子不临河，基本靠一口水塘灌
溉，可多年前修路，破坏了塘基，水塘不蓄水。

“上级一再要求，要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田里不来水，岂能长出粮食？早稻生产完不
成任务，岂能保障粮食安全？春耕生产容不
得半点形式主义！”当天，甘拥军在毛家村村
部召集镇村相关责任人开会，语重心长进行
解释说明，就发现的问题进行现场交办，并
要求立即整改到位。

督查组一走，响水乡迅速行动起来，联
点党政领导、机关干部、农机专业人员和村
干部实行“四包一”，解决责任落实不到位的
问题；协同后背塘电灌站、韶山灌区黄龙管
理处，组织各村恢复灌溉水系，抢修水利工
程，解决水的问题；再投入 100 多台农田翻
耕机，开足马力翻耕农田。

“五一”前夕，甘拥军带着督查组再次来
到郑家村看到，老崔家那丘荒了几年的田终
于有水了，播下的种子发芽了。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张颐佳）5月8日，长沙市优
秀年轻干部参加产业链推进工作总结暨动员部署会召开，71
名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优秀年轻干部奔赴到长沙22
条产业链工作。

汽车、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含传感器）、工程机械等22条
工业新兴及优势产业链是长沙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和压舱
石，2019 年全市 22 条产业链共引进计划投资过亿元项目
202 个，计划总投资 2135.5 亿元，其中，新引进计划投资过
100亿元项目4个，为全省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为切实保障服务产业链建设，从2018年起,长沙市委组
织部先后选派了3批共159名优秀年轻干部进到链上推进
工作。干部选派按照“35岁左右、全日制本科以上，具有理
工科专业背景或产业链相关工作经历”的基本条件,以事择
人，此次选派的71名干部大多为“85后”，其中“90后”11人，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2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27人。选派干部
按照专业对口、人岗相适的原则统筹安排，比如，长沙市科技
局干部左列是中南大学材料学专业硕士，此次选派到工程机
械产业链推进办公室；长沙市委网信办干部方木毕业于湖南
大学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2019年选派至自主可控及信息
安全产业链推进办公室，因工作需要今年再选派一年。

据悉，此次选派干部最集中的专业类别在计算机、软件
工程、电子信息等方面，有14名专业人才重点安排到自主可
控及信息安全、移动互联网及应用软件、5G应用等产业链，
为服务长沙“软件业再出发”战略贡献力量。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向显桃 刘
纯意)直径2.5厘米，虽已铜绿斑驳，但正面中间五角星内镶
嵌的镰刀斧头浮图仍清晰可见，两侧各有一穿线孔，背面无
文字。5月10日，在沅陵县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记者见到
了这枚红军铜质帽徽。

这枚铜质帽徽不久前于沅陵县城丁公庙附近老城上南
门城墙外遗址出土。据当地文史专家考证，这是一枚红军早
期铜质帽徽，系1934年12月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策
应中央红军通道转兵，攻打沅陵县城时牺牲的红军战士遗留
下来的革命文物。

据史料记载，1934年12月5日，贺龙、关向应、萧克率领
红二、六军团主力8000余人从大庸(今张家界永定区)南下进
袭沅陵。12月8日晨，红军分三路围攻沅陵县城，架云梯攻
城楼。

“此次攻城战役，红二、六军团有力牵制敌正规军及地方
保安团兵力，减轻了中央红军在湘桂边界活动期间的压力，
客观上为12月12日中央红军顺利实现‘通道转兵’创造了
有利条件。”文史专家表示。

荒田长新芽
——响水乡粮食（早稻）生产专项督查侧记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通讯员 张联秀）“深化‘放管
服’改革，持续推进不动产登记能力和服务水平双提升，
让办事群众更便捷、更舒心。”在常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日前举行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中心党支部书记、
主任陈世峰对中心党风廉政建设提出新要求。

作为政府一个为民服务窗口，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服务态
度和质量如何，与政府形象，群众满意度等息息相关。为此，
常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针对群众反映较集中的问题，坚持靶
向对焦，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升级服务水平。通过改
革，在全省率先实现市级银行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全覆
盖”，率先推广和应用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一件事一次办”
成效显著。去年来，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该中心对“包包烟、
家常菜、工作餐”等问题开展整治，对违反优化经济环境8条
禁令和“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行为进行追责问责。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监督问
责、制度优化、日常业务工作监督指导等，推动不动产登记
工作‘换挡加速’。”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不动产登记“换挡加速”
常德靶向对焦深化“放管服”改革

湖南日报 5 月 13 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邓道
理）5 月 13 日，大型民俗文化
节目《张家界·魅力湘西》正
式恢复室内演出。据了解，

《张家界·魅力湘西》是我省
首台恢复室内演出的文旅大
戏。

“每晚 3 场，开演时间分
别为 19 时 20 分、21 时、22 时
30 分。”张家界魅力湘西大剧
院负责人介绍，在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为
保证观演游客的体验度及满
意度，室外篝火晚会原有部
分 经 典 节 目 将 移 至 室 内 演
出。从 4 月 29 日以来，张家
界魅力湘西大剧院推出的室
外篝火晚会受到各地游客青
睐，推动了当地旅游业全面
复苏，“五一”期间接待各地
观众近 1 万人次。

千年神秘，一台大戏。“魅
力湘西”作为张家界武陵源区
文旅产品的主要名片之一，问
世 20 年来，共接待游客 1700
万人次，曾 3 次登陆中央电视
台春晚，5 次走出国门开展文
化交流，先后获得“国家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中国旅游演
艺机构十强”“中国驰名商标”
等荣誉称号。

湖南日报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吴薇 尹维龙

5月11日，记者在常宁市兰江乡正同村
一个绿荫遮掩的农家小院里看到，一个个蜂
箱整齐排列在地面和阁楼上，蜂箱间成群蜜
蜂嗡嗡飞舞。正是这些小小的蜜蜂，让32岁
的孙霖酿造出甜蜜的事业。

记者见到孙霖时，他正头戴防护面罩站
在蜂箱边，查看蜜蜂活动情况。看到记者到
来，孙霖随手揭开一个蜂箱，拎起一框蜂巢，
上面密密麻麻爬满了蜜蜂，蜂巢里贮满了金
黄色的蜂蜜。

“打开蜂箱时，动作要轻、稳，不要压着

蜜蜂，不能震动碰撞巢脾和蜂箱。”有多年养
蜂经验的孙霖说，他能一眼辨认蜂王，也能
看懂蜜蜂的“8字舞”。

孙霖介绍，他养的中华小蜜蜂是野生
蜂，产出的蜂蜜叫土蜂蜜，产量少，但具有多
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孙霖出生于张家界市永定区合作桥乡，
祖辈都是养蜂人。2012年，听说常宁气候和
生态环境适合养蜂，他在实地考察后向父亲
建议，把蜜蜂带到常宁养殖。

几年来，孙霖在常宁市兰江乡、新河镇、
板桥镇、宜潭片区等地，放养蜜蜂200箱，年
产花粉、蜂蜜、蜂胶等蜂产品价值达 300 多

万元。因为蜂蜜质量好，广受青睐，销售至
全国各地。

2018 年，孙霖在常宁牵头成立湖南
孙家农业合作社，孙霖负责日常管理，并
向 当 地 村 民 特 别 是 贫 困 户 传 授 养 蜂 技
术，吸收贫困劳动力到合作社务工，把农
户 变 成 合 作 伙 伴 ，共 同 经 营 甜 蜜 事 业 。
目前，孙霖已向 40 多人无偿传授养蜂技
术。

“依好山、傍好水，在孙霖带领下，我们
赚起了生态钱。”正同村47岁的贫困村民聂
保贵告诉记者，近年来，凭借养蜂，他每年有
4万元收入，已脱贫致富。

长沙优秀年轻干部
“链”上写担当
71人奔赴22条产业链

沅陵发现一枚红军铜质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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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为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37年前的4月27日，汨罗市黄柏镇（今神
鼎山镇）兰溪村遭遇历史罕见的龙卷风，建于
清朝的七层永安古塔被横削顶上五层。如
今，这家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已成为难得的风
灾遗址。5月11日，岳阳市气象学会组织行
走龙卷风重灾路线活动，来到古塔下。

“刮风时，我正在外面做事，黑云来了，
就往家里跑。走到家里，外面已没有光亮，
跟晚上一样。等云一散，跑出来就看见古塔
和屋都倒了。”当地年过古稀的周胜明老人
是当年风灾见证人，在其记忆中，如此大的
风前所未见。

由巨大条石垒砌而成的永安塔，始建于
清朝光绪年间，位于汨罗市和长沙县界飘峰
山以北，既是当地风水塔，也是惜字塔，供文

人墨客惜字烧纸。如今古塔塔身仅剩两层，
斑驳陆离，塔底下偶见碎石，依旧可寻当年
大风踪迹。

洞庭湖气候中心研究人员覃鸿告诉记
者，损毁古塔的这场龙卷风被称为1983年湘
阴“4·27 龙卷风”，达到 EF-4 级，在上世纪
被列入世界十大风灾。从1952年有记录以
来，岳阳发生过10例龙卷风，汨罗就有3例，
其中这一次于1995年被定义为上世纪世界
最大风灾之一。

专家透露，“4·27龙卷风”自洞庭湖南部
平原起，由西向东沿大风带路线行进，一路扫
荡湘阴县樟树镇、金龙乡，致81人死亡；之后，
席卷汨罗市玉池、川山坪、白水、黄柏和沙溪，
最后消失于平江县栗山，一路损毁房屋无数。

“永安古塔在龙卷风灾害上是标志性建
筑，在气象研究上有标志性意义。”岳阳市气

象局首席预报员杨伟表示，“来到这里考察
风灾遗址，提醒我们要更重视气象灾害，为
以后防灾减灾做好服务。”

近年来，神鼎山镇制定、完善一系列气
象灾害应急预案，通过村村响、对讲机、锣
鼓、入户通知等方式，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气
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与传播机制。2016年，
该镇被中国气象局评为“标准化气象灾害防
御乡镇”。

“当年在气象服务方面，存在信息到达
时效较慢的局限性。”汨罗市气象台台长孙
一航介绍，通过37年发展，气象部门对此类
风灾的监测和预报服务能力已大大提升，不
但可对汨罗全市进行风灾监测，且能通过广
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第一时间向
社会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避免或减少风
灾造成人员伤亡。

神鼎山镇惜字塔 追寻世纪大风灾

孙郎识得小精灵 移战常宁酿蜜忙老百姓的故事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阳望春 黄
开榜 肖怀中） 5月12日，记者从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获悉，

《南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2018—2025年）》日前出炉，进
入落地实施阶段。

南山国家公园是全国首批、我省目前唯一的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区，面积635.94平方公里，由南山风景名胜区、金童
山自然保护区、两江峡谷森林公园、白云湖湿地公园4个国
家级保护地，儒林、丹口等7个乡镇36个村（社区）以及金
紫山、云马、南洞3个国有林场具有保护价值的区域整合而
成，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两个管控区。

总体规划包括总论、总体要求、分区范围和管控措施、
体制机制创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自然教育与生态体
验、支撑体系建设、社区协调发展、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
实施保障、近期行动计划等11个部分。规划期限为2018年
至2025年，展望到2035年。近期规划于2020年完成南山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各项改革任务，申请验收设立南山国家公
园；中期至2025年，扩大国家公园范围，进一步完善资源管
理机制和统一管理体制；远期至2035年，建立以南岭核心区
域为主体的国家公园，有效融入国家公园体系，成为我国国
家公园建设示范样板。

在资金保障上，规划规定，南山国家公园建设、管理和
运行等所需资金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体系，建立完善的法
律法规保障财政资金投入为主的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对公园
生态保护和建设项目进行优惠融资支持，鼓励企业、民间经
济组织等社会资本参与公园建设，积极引进国际经济组织、
金融机构、外国政府赠款贷款投资公园建设。

南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出炉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记
者 肖霄 通讯员 呙奕州 许
丽慧）5 月 11 日，邵阳市北塔
区陈家桥乡李子塘村黄桃基
地，贫困村民廖朝荣在给黄桃
施肥，忙得脚不沾地。以往，
廖朝荣在村里做零工，收入仅
能维持生计。

今年 3 月，廖朝荣到黄桃
基地工作。他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自家土地流转给黄桃基
地，每年可收入 1200 元。作
为村里合作社成员，每年能按
产业收益分红。“今年黄桃就
要上市了，卖得好就赚得多，
脱贫致富不是问题。”

近年来，北塔区升级产业
扶贫模式，实施 26 个产业扶
贫项目，按照“村社合一”模
式，让拥有产业扶贫项目的
村（社 区）均 成 立 专 业 合 作
社，负责经营扶贫产业。同
时，将贫困户纳入合作社并
以扶贫资金入股，让资金变

股金、贫困户变股东，帮助贫困户持续
稳定增收。

李子塘村的水果、茶元头村的蘑
菇、陈家桥村的蔬菜，随着北塔区产业
扶贫项目加速推进，一批特色产业品
牌脱颖而出，托起了贫困户脱贫新希
望。

目前，北塔区已有9个村10个产业
项目初见成效，可实现年增收 100 多万
元，惠及贫困人口704户23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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