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间课堂”授技能
6月23日，种粮大户在“田间课堂”上进行植保无人机杀虫演示。当天，

道县党员教育“乡村学堂”系列培训在梅花镇廊洞村水稻种植示范基地开课，
专家现场为50名种粮户传授科学种植经验、病虫害防治知识和农机新技术。

何红福 陈志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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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白培
生 颜石敦 通讯员 陈志杰 贺茂峰）
近日，阡墨科技集团郴州市华顺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上
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联手，致力推进郴州市城乡公
交一体化建设。

自2017年以来，华顺汽车公司采
取PPP模式，投入3.3亿余元，对郴州
市北湖区农村公交线路进行提质改
造，建设客运站、小型首末站、招呼站、

错车道以及购置新能源公交车等。目
前，北湖区已开通城乡公交运营线路
35条，日营运班次220次，成为郴州城
乡公交一体化建设的样板。

郴州市坚持“建好、管好、护好、
运营好”理念，积极创建城乡交通运
输一体化示范市，按照“城乡统筹、资
源共享、路运并举、客货兼顾、运邮结
合”要求，大力完善城乡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打造互联互通、人悦其行、物
畅其流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同时，引导客运企业对城郊客运班线
进行集中改造，投入环保节能型客运
车辆2640台。公交票价比以前普遍降
低 30%以上，百姓出行更便捷、更实
惠、更安全舒适。

目前，郴州市实现公路“组组通”和
客运“村村通”。该市安仁县获评“四好农
村路”全国示范县，嘉禾县成功创建全国
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北湖、苏
仙、汝城、资兴等7个县（市、区）达到城
乡客运一体化省级示范县标准。全市城

乡开通公交客运线路205条，城乡客运
公交化率达62%，走在全省前列。

路通百通。记者在北湖区华塘镇
吴山村看到，一排排小洋房矗立在提
质改造后的道路两旁，821路公交车静
静从村里开过。吴山村是北湖区新农
村建设“五朵金花”之一，开通公交车
后，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来到这个山清
水秀的小山村，观赏美景、品尝美食。
当地蔬菜、小水果等特色农产品走出
山门，村民腰包越来越鼓。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周勇
军 通讯员 万传文 王菲）“王书记，以
前给上级纪委的信是我写的。上次县
纪委监委来社区蹲点督办后，有关部
门积极作为，短时间就结了案，咱的一
口气也顺了。”6 月 21 日，澧县火连坡
镇纪委书记王伟来到三元村回访，曾
多次越级上访的村民郭某表示息访罢
诉。至此，澧县成为常德市首个扶贫领
域信访动态清零县。

今年来，澧县纪委监委以解决老百
姓烦心事、操心事为己任，县、乡两级纪

委包片联村，下沉一线，把定期走访、带
案下访、蹲点接访落细落实，面对面倾
听群众意见，将他们的诉求解决在“家
门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今
年头5个月，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深入
村（社区）接待群众270人次，跟踪解决
群众诉求93个；全县信访举报总量及
向中纪委、省纪委越级信访量同比分别
下降64.1%、33.3%、72.2%，信访办结时
效平均提速30%以上。

针对扶贫领域信访举报问题线
索，澧县严格按照常德市纪委监委要

求，对每件信访均实行提级办理。如东
镇传讯村一村民介绍，他向纪检部门
举报村干部将部分农户的危改资金挪
作村级非生产性开支等问题，纪检部
门负责人直接来村里走访调查，很快
把问题调查清楚了，村干部何某、鲁某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目前，澧县11件扶贫领域信
访举报存量已全部处理到位，实
现动态清零，其中立案审查9人、
组织处理8人，追缴违纪违规资金
11.12万元。调查处理情况均与实

名举报人见面反馈，满意率达100%。
为建立长效机制，澧县纪委监委

还深入剖析信访问题形成根源，从“痛
点”“堵点”找到突破点，做好“下半篇
文章”。目前，已督促相关部门、单位建
立健全各项制度25个。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肖
军 雷鸿涛）6月23日凌晨，怀化市洪
江区普降特大暴雨。凌晨5时许，桂花
园乡铁溪村有群众被困，该区消防救
援大队人员携橡皮艇赶赴现场。经40
分钟奋力营救，成功将2名妇女、1名
婴儿转移出被困房屋。

6月21日以来，怀化市出现强降
雨。据初步统计，截至 23 日 12 时，该
市洪江区、洪江市以及会同、新晃、沅
陵、溆浦、辰溪等县受灾，受灾人口共
计70 余万人。6 月22日晚，该市紧急
转移63217人。

面对灾情，怀化市坚持“四级书
记”打头阵抓落实，确保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确保安全度汛。该市注重抓
早抓小抓细，超前谋划应急预案、组
织应急演练、强化预测预报预警。全
市13个县（市、区）累计开展应急演练
987 场次。同时，提前全方位、无死角
开展涉水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改。加

强水库运行调度，提前组织群众转
移，科学防范和应对区域性暴雨与流
域性洪水叠加。运用“四支队伍集村
部”机制，建设专门人员、专业力量与
群众相结合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

怀化市委、市政府要求，以党员干
部的高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高安全指
数。“邓书记，我家的房子快垮了，请你
们快来救我呀！”6月23日凌晨3时，洪
江市黔城镇土溪村党支部副书记邓璐
接到村民邓超良等村民的求助电话，
立即组织村干部赶赴现场，连夜将6名
受灾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目前，怀化市各分县联点市领导
分赴降雨较大的县市区，指导抗洪救
灾。各县市区联乡县领导和联村乡领
导全部下到一线，全力抢险救灾。市
防指已派出14个由应急、水利、交通、
电力、国土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工作
组，分赴灾情较为严重的县市区，指
导、督查抢险救灾工作。

“四级书记”打头阵抓落实
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怀化全力迎战强降雨

经鼎城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工业园路（桃花源

路-德安路）新建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常德

阳明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程费用约 1370.15万元，现予

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

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

zy.changde.gov.cn）。

鼎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站

2020年6月23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石门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石门县西溶沟黑臭

水体治理工程项目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

石门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额约

1471.6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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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门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6月22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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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编码：B0012L2431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7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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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6月3日

住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青年大道

5号万国大酒店一层、二层

发证日期：2020年6月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监管局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
简称：广发银行郴州分行

经石门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石门县闫明路雨污
管网及配套道路工程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石门
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额约 29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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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门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6月23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石门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石门县中医医院扩

建工程建设项目（第二次）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
石门县宝峰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额：一标段估
算总投资22306.35万元，二标段估算总投资8298.4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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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门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6月23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
城乡客运公交化率达62%，走在全省前列

将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口”
实现扶贫领域信访动态清零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王梅
通讯员 周运动）今天，衡阳市举行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动员部署会议，
将对13大行业安全生产开展专项整治。

记者了解到，13大行业主要涉及危
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消防、道路运输、
乡村安全、旅游安全等。衡阳市制定三年
行动计划，将分阶段对13大行业安全生
产进行专项整治。其中，2020年是排查
整治阶段，2021 年是集中攻坚阶段，
2022年是巩固提升阶段。衡阳市将通过

排查建立清单，攻克重点难点问题，确保
安全生产整治工作取得成效，并及时总
结三年行动经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去年底以来，衡阳市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稳定、持续向好。截至今年 6 月 21
日，全市治理重点安全隐患2612个，查
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5729 个，惩戒严
重失信企业485个，问责曝光责任不落
实、措施不力的单位 654 个、个人 228
人，“四个一批”（树立一批标杆企业、提
升一批一般企业、整治一批不规范企
业、关闭清理一批脏乱差企业）数量在
全省位列第二。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龚
柏威 通讯员 卢靖峰 阳水成）端午节
前夕，桃江县鲊埠回族乡曹某某等23
名工人收到“一份大礼”——桃江县人
民法院主动作为，帮他们讨回了被拖
欠3年的工资。

去年底，桃江法院执行局在执行
一起某银行与一纸业公司金融借款案
时，冻结纸业公司的关停款，准备强制
扣划。“企业在关停后，是否还有其他
民事纠纷，如涉职工工资、侵权案件
等？”执行干警到纸业公司调查后得
知，该企业在2017年关停前，拖欠23

名工人工资共计30多万元。工人们虽
多次催要，却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

桃江法院执行局决定暂缓发放执
行款，并协调当地政府，引导纸业公司
工人走法律程序维权。立案后，桃江法
院速裁审理并形成生效文书。案件进
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局立即将30余万
元扣划到位，并委托鲊埠回族乡司法
所将钱发放到23名工人手中。

据了解，去年来，桃江法院共受理
涉民生案件 207 件，执行到位标的
579.98 万元，其中职工工资案件 87
件，到位金额205万元。

对13大行业安全生产开展专项整治

衡阳实施三年行动计划
桃江法院帮23名工人讨回欠薪

郴州

澧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