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见习记者 梁可庭 通讯员 吴哲

【桃源速览】
桃源县纪委监委加大对产业扶贫的

护航力度，围绕富硒特色产业、园区产业
等，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和产业结构调整，
进一步提升产业扶贫的“造血”功能，确
保贫困户的产业分红一分不少。

【现场目击】
7月中旬，桃源县君和野茶有限公司

车间内，刘先桃低头精心挑选着茶叶，铺
在盘子里的茶叶香气四溢。

刘先桃是该县杨溪桥镇蔡家塘村村
民，对于手头这份工作，她格外珍惜，因
为不久前，公司才渡过发展难关。

今年 3 月 22 日，桃源县纪委监委脱
贫攻坚督查组接到一个求助电话，君和
野茶公司负责人詹立君在电话里急切地
说，受前两天冰雹灾害影响，千亩茶园原
本长出芽头的茶树全部被打成了“秃树
杆子”。其中，有 424 亩茶园是 2017 年确
定的产业扶贫项目，涉及1678名贫困户
的产业分红。“给贫困户分红的期限快到

了，但企业先后受到了疫情和天灾影响，
有 7 个村 526 名贫困户的分红可能无法
发放到位。”詹立君诉苦道。

对于詹立君反映的问题，县纪委监
委立即调度相关单位专题研究，并达成
解决方案：将君和野茶公司不能分红到
位的贫困户，调整到受灾较轻、效益更好
的春峰茶厂进行分红。同时，县扶贫办、
县农业局为春峰茶厂争取150万元的扶
贫项目资金，保证茶厂在分红压力加重
之下运转正常。

就这样，君和野茶公司重新走上了
稳定发展之路，贫困户的产业分红也有
了着落。在县纪委监委开展扶贫督查“回
头看”时，詹立君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以来，桃源县纪委监委坚持以“走
心监督”护航产业扶贫，既精准监督扶贫项
目、资金落实情况，又全力以赴帮助扶贫企
业解难题、促发展，确保扶贫监督有效果、
产业项目有收益、群众脱贫有希望。

桃源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杜权
华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大纪检监察干
部服务产业扶贫的探索，靠前监督、主动
作为，督促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履职，为产
业扶贫保驾护航。

桃源县“走心监督”护航产业扶贫——

贫困户的分红有着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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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三一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N0013H243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7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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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6日

住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街道三一路1-1号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新研发楼一楼

发证日期：2020年7月1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受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分行委托，自 2020 年 7 月 29 日至
2020年8月25日进行资产处置公告，
定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 10 时在株洲
市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株洲所）进
行网络电子竞价，依法按现状公开处
置下述标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基本情况：
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 29 区土

地 使 用 权 ，土 地 权 证 编 号 ：株 国 用
（2009）第 A1357 号 ，权 证 面 积
34377.72 平 方 米 ，株 国 用（2009）第
A1358 号 ，权 证 面 积 99972.43 平 方
米，土地用途：城镇混合住宅，使用权
类型：国有出让，土地使用年限：商业
用地终止日期：2047年10月15日；住
宅用地终止日期：2077年10月15日，
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0 月 31 日，评估
价格76848.29万元。此标的实行现状
转让，交易平台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二、挂牌价格：人民币 73005.88
万元。

三、竞买人条件：1、意向竞买人为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能独立承担民
事责任；2、意向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
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4、直接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关联人员和直接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工作人员，及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不得作为本次资产转
让交易的受让人，同参与资产转让的
转让方工作人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评估人员直系亲属的不得作为
本次资产转让交易的受让人。

四、保证金
1、保证金：人民币 21902万元。2、

标的展示、咨询、保证金缴纳（到账为准）
截至2020年8月25日17时。保证金账
户(账户名称：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株洲五一支
行 账号：82470309000020452。3、报
名：竞买人应在2020年8月25日17时
前凭有效证件到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株洲市天元区森林路268号国
投大厦8楼）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方可
取得竞买资格。4、资产具体情况请到株
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华融湘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进行了解。

五、联系方式：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

分行 邱先生 0731-22211006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

分行监督电话0731-28831980
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刘女士0731-28236851
六、其他需披露的事项、付款方式

等详细信息请投资者致电或登录华融
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株
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网址了解
情况。

登录网址：http://www.zzaee.com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登录网

址：http://www.hrxjbank.com.cn
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9日

株洲市天元区29区两宗土地使用权处置公告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杨柳堤机埠水系调

整工程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常德市海绵城市建

设服务中心，投资额约2667.5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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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汉寿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汉寿县万达广场城

市综合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设计施工总承包已

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汉寿县金诚城市建设投资经

营有限公司，投资额约3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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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web/）、

《湖南日报》、《常德日报》和常德市人民政府网。

汉寿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7月27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安家秀 沙丽娜

“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喝水，再也
不必担心喝太多了。”7月28日上午，
59 岁的朱女士在湘雅二医院泌外器
官移植监护室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喝水，这个对常人来说很简单的
需求，对于朱女士来说曾是一种奢求。
十余年前发现患有多囊肾，近一年来
肌酐指数骤增，朱女士只能靠透析维
持生命。5天前，她接受了肾脏移植手
术，现在已经可以正常吃饭、喝水。

不仅朱女士一人这么幸运。7 月
23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一天之内
完成了2台肝脏移植术和4台肾脏移
植术。6台手术成功意味着6名病人的

“新生”。这背后，是2名捐献者及其家
人的大爱，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带病
奔跑、默默付出，是移植手术团队不顾
白天黑夜为生命接力的拼搏。

近三百公里带病奔跑，
只为病人的“新生”

7 月 22 日早上，湘雅二医院器官
捐献协调员汪斌接到电话，邵阳县某
医院有一个意外高空坠落伤的 12 岁
孩子已经为“脑死亡”状态，家里有捐
献器官的意愿。汪斌二话不说，带着东
西就开车出发了。

因为得了化脓性咽颊炎，汪斌已
经 2 天没吃饭了，靠牛奶和汤汤水水

充饥，每天还要打点滴。“孩子病情危
急，如果在心脏停跳之前没赶到，器官
就衰竭了。”近 300 公里，汪斌一刻没
敢歇息。

来到邵阳后，在等待器官获取医
生赶来的间隙，有点撑不住的汪斌在
医生休息室挂起了点滴。经过初步评
估，显示孩子器官功能良好，符合捐献
要求。评估病人、见证脑死亡判定，和
家属谈话签字等一系列工作完成时，
已经到了下午5点。

孩子的父母告诉汪斌，孩子生前
特别爱笑，也特别有爱心，今年刚小学
毕业，下半年开学就是初中生了。“可
惜的是，下半年开学，同学们再也见不
到他了。”说到这些，孩子的父母几度
落泪，悲痛不已。

“孩子到这个世上不能白来一回，
让他去救那些有需要的人吧。”孩子父
亲的话让汪斌感动得眼圈发红。

“我们尽力奔走，但不会强求。用
真诚和同理心去理解他们，即使最终
失败了，也无愧于心。”汪斌说，这是他
今年完成的第 9 个捐献案例，而这背
后是几十个失败案例的付出。“或许因
为年岁渐长的缘故，已经记不清一个
个名字背后的脸庞，但忘不了的是生
命或长或短的他们都以独特的方式，
完成了最后一次美丽的绽放。”

日夜兼程，数十人为生命接力

就在同一天，在浏阳市某医院急

诊科的谈话室，湘雅二医院器官捐献
协调员刘亚杰和吴秀芝，也同样有条
不紊地进行着1例捐献案例的协调。

这是一位52岁的单身母亲。她含
辛茹苦把儿子养大，快要颐养天年的
时候，却因为常年的辛苦积劳成疾，一
觉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儿子在苦苦
等待妈妈醒来无望后，想起妈妈在看
一个器官捐献的新闻时曾经讲过，如
果有一天她不在了，她也愿意捐献自
己的器官去救别人。

反复纠结和斟酌之后，儿子把他
的决定告诉了医生。于是浏阳的医生
通知了器官捐献协调员。

刘亚杰和吴秀芝是在快下班的时
候得到的消息。接到电话之后，她们立
刻赶往病人所在的医院。评估病人、联
系器官获取医生、派车送血标本到长
沙做检查、见证脑死亡判定、和家属谈
话签字、转运病人到手术室进行器官
获取、遗体复原缅怀……直到 7 月 23
日凌晨 3 点，两人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家中。

但生命的接力，仍在争分夺秒地
继续。

7月23日凌晨3点34分，浏阳捐
献者的器官抵达湘雅二医院手术室。
此时，该院泌外器官移植科余少杰副
教授团队已严阵以待。历时17个多小
时的奋战，经过该院肝脏移植、肾脏移
植、脑死亡判定专家组、伦理审批委员
会专家组、重症医学、麻醉科、手术部、
超声医学、检验、输血、病理、临床药学、

护理等多学科的医护专家团队40余人
通力配合，23日20点54分，2位捐献
者的2肝4肾六个大器官被成功移植
到受捐者体内。6名患者迎来“新生”。

委屈撑大的胸怀，他们
累计帮助2500余名病人重
获“新生”

“您愿意器官捐献吗？”这是器官
捐献协调员最常问的一句话。

当一个患者要去世的时候，到他
的家属身边，跟他宣传公民逝世后器
官捐献的理念，动员患者家属在患者
去世之后，把他身体里面还有活力的
器官捐献出来，让等待移植的患者有
活下去的机会。这份奔跑在生死之间
的工作，常被人误解、拒绝，甚至遭到
家属的质疑。

“好胸怀都是委屈撑大的。”湘雅
二医院人体器官获取中心负责人郭勇
常鼓励器官捐献协调员们：尽管这份
工作很委屈，但总要有人去做，只要用
心去做，理解这份事业的人会越来越
多，更多的病人才能获得重生的希望！

目前，湘雅二医院有器官捐献协
调员10人，从2011年至今，累计完成
了800余例器官捐献，帮助2500余名
器官衰竭的病人获得“新生”，居全省
第一、全国前列。他们常说，工作艰辛、
路途遥远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能
看到病人获得救治，让他们等待器官
的眼神不再那么绝望。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见习记者 梁可庭 通讯员 廖远哲

【洪江速览】
今年4月至6月，洪江市在全市范围开

展“扛着红旗走基层 改进作风暖民心”活
动，对问题短板全面起底。市纪委监委跟进
监督，以督查促整改，为群众解决了一批实
际问题，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现场目击】
“房顶渗水几年了，自己也没太当回

事，没想到纪委这么关心，现在屋里亮堂
多了。”7月上旬，洪江市沙湾乡溪口村村
民胡思华在自家房里，喜滋滋地指着身
后洁白的墙面对记者说。而就在不久前，
他家还是另一番光景。

这是一栋建于上世纪末的两层楼
房。6 月 28 日，洪江市脱贫攻坚“问题整
改清零”专项督查小组上门时，发现二楼
3 间住房的墙面渗水严重，墙角发霉，墙
面灰暗，部分墙壁脱落。

“之前在脱贫质量‘回头看’中发现了
这个隐患，为什么迟迟没有整改到位？”面
对督查人员的询问，整改责任人沙湾乡副
乡长瞿剑坦言，上门进一步摸排时，发现
老胡的房屋主体结构完好，只是有些渗
水，不影响住房安全，所以没放在心上。

“发现问题不整改，比不发现问题更
严重。”督查人员当即对问题进行交办。第
二天一大早，乡政府就购买了防水材料，
乡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等一同来到老胡
家中，帮助其进行屋顶防渗处理，同时安
排装修工人对房屋内墙进行粉刷。当天下
午，二楼的3间住房就面目一新了。

老胡房屋的渗水问题，只是此次专
项督查中发现的一个事例。6 月 26 日至
29 日，由市纪委监委等部门组成的 6 个
督查组，对全市20个乡镇、7个行业扶贫
单位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清零”工作开展
专项督查，带着 745 个问题清单一一过
筛，共发现问题 58 个。其中，2 人因问题
整改不力被停职，12人被通报。

同时，结合全市开展的“扛着红旗走
基层 改进作风暖民心”活动，市纪委监委
将全市 20 个乡镇 218 个村(社区)划分为
20个片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并为20个网
格责任区牵头人授旗。全市160多名纪检
监察干部，每半个月到各自网格责任区入
户走访、起底问题、定点接访、定期回访。

洪江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杨晓
华表示，每一个“扛旗人”就是一个流动
的信访受理点，在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同
时，通过督查促整改，通过问责促担当，
为群众解决了实际问题，改进了干部作
风，让党旗飘扬在民心。

洪江市以督查促整改，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老胡家的房子亮堂多了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李建民 钱淑琴）
昨天上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黄冈市中心医院）正式启用。湖
南省人民医院党委委员、湖南驰
援黄冈市新冠肺炎防治前方指挥
部总联络员朱华波，带领李建民、
吴国雄、杨艳、钱淑琴等部分驰援
黄冈的医疗队员受邀参加当天的
启动仪式。

在黄冈市新冠肺炎疫情最
吃劲的时候，尚未完全竣工的黄
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被紧
急征用，成为黄冈版的“小汤山
医院”。从 1 月 25 日开始到 3 月
30 日，坚守 2 月余，湖南省人民
医院医疗队员是最早抵达、最晚
撤离的一支“硬核”团队。朱华波
带领的省人民医院 41 名援鄂队
员一直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工作，建立重症医学科、开通黄
冈-湖南跨省远程会诊、组建多
学科团队开展 MDT 诊疗等，为
黄冈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出
重要贡献。

3 月 17 日，黄冈市中心医院
签约成为湖南省人民医院定点指
导医院，因抗疫结缘的湘鄂 2 家
医院从此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时
隔 4 个月，驰援黄冈的湖南省人
民医院医疗队员，再次来到他们
曾经战斗过的大别山区域医疗中
心，看到已经完工投入使用的新
医院，队员们心情激动。此次一同
赴黄冈的还有该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消化内科、骨科、耳鼻喉
头颈外科专家组成的团队，专家
团在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分别开
展了查房、会诊、疑难病例讨论等
业务指导和学术交流活动。

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启用

援鄂医疗队员受邀再回黄冈

一天之内6人重获新生，背后有无尽的感动和付出——

奔跑在生死之间

我与英雄面对面 抗疫故事进校园
7月28日，浏阳市第一中学，学生试穿防护服。当天，“邮政杯”2020湖南日报朗

读者主题活动组委会邀请4名湖南援鄂抗疫医生走进校园，开展“我与英雄面对
面——抗疫故事进校园”活动，通过文艺汇演、讲抗疫故事和试穿防护服等形式，宣讲

“战疫精神”，开展防疫知识培训。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