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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县金兰镇人民政府不慎遗失湖南省社

会保障基金收款收据（电脑票）湘财通字[2017]

001687312—001687320，特声明作废。

衡阳县金兰镇人民政府

2020年7月30日

遗失启事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武陵区移动互联网
产业园（武陵区中小企业发展基地）二期武陵区创新创业
基地装饰装修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常德
泽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投资额约 6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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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邵阳新邵支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酿溪镇临江社区大应北路
23号自来水公司4楼
许可证流水号：0261102
机构编码：000020430522800
成立日期：2009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7月20日
联系电话：07393180740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
全保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
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
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经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邵阳监管分局批准，
下列机构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公 告

7 月 26 日清早，从邵东市区邦盛凤凰城通往流泽镇的
012县道杉树坪“马路市场”被清理一空，所有的摊位均搬至
新建的现代农贸市场，从而结束了该地段长年堵车的历史。

“清爽多啦，通畅多啦！”站在空旷的马路上，大禾塘街道
居民唐晓明的心情格外舒畅。

7月以来，邵东市共有大禾塘街道的杉树坪，灵官殿镇的石
株桥、毛荷殿，流光岭镇的茶市，牛马司镇的湾泥等10个管控的

“马路市场”相继搬到新建的农贸市场，掀起了“马路市场”整治
的热潮，引摊入市，还路于民，得到群众交口称赞。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邵东人”，邵东市场闻名全国。长
期以来，“马路市场”成为邵东人民心中的“隐痛”。面对全市
53个农村“马路市场”，邵东市委、市政府以铁的决心、铁的担
当，采取“釜底抽薪”的措施根治了“马路市场”顽瘴痼疾。安
排专项资金1500万元用于马路市场的搬迁整治，并积极采取
措施招商引资2亿多元。全市除关闭3家外，其他引入巨资新
建或升级改造扩容，打造现代新型农贸市场，通过搬迁实现市
场的升级换代。

目前，“南国药都”廉桥镇，占地10亩、投资近6000万元的
新廉桥农贸市场正在抓紧施工，全市还有6家市场正在加紧建
设，8月将全部投入使用，从而实现全市管控的“马路市场”清
零，“马路市场”将成为历史。 （谭旭驰 邓来平）

邵东市7月10家管控“马路市场”乔迁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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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田静）7 月 27 日 8 时，
资兴市矿工南路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小区贫困户曾天保收拾好东西
后，和妻子一道来到位于小区的志
亨泰电子厂扶贫车间上班。“我们是
从东江湖库区搬来的，当初最担心
的就是谋生的问题。”曾天保说，没
想到搬到安置点后，扶贫车间就在
家门口，他俩每月工资收入6000多
元，生活越过越好。

郴州市提前两年完成建设住房
1.46万套、搬迁51676人的易地扶贫
搬迁任务。为了让搬迁户“稳得住、能
致富”，郴州市从产业和就业入手，写
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该市
出台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扶持、后
续就业帮扶工作指导意见，确保在产
业扶持、就业帮扶、服务管理等方面

精准发力。该市对所有搬迁对象均明
确帮扶措施、帮扶责任人和帮扶计
划，实施“六个对接”，即将易地扶贫
搬迁与现代农业、旅游产业、专业市
场、园区用工、技能培训、光伏扶贫进
行对接，既帮搬迁对象“挪穷窝”，又
助搬迁对象“换穷业”。

该市后续帮扶变“输血”为“造
血”，采取“企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扶贫企业+合作组织+搬迁户”
等模式，推动搬迁户资源向股权、资
金向股金、农民向股东转变。目前，
该市培育桂东玲珑茶、宜章脐橙、宜
和红茶、汝城果蔬、安仁药材
等一大批产业和品牌，吸纳
大量贫困人口特别是搬迁户
成为股东和员工，确保搬迁
对象有稳定收入来源。该市
还瞄准“一户一就业”目标，

督导各县市区实施劳务协作输出一
批、就近就业消化一批、特岗开发兜
底一批、技能培训提升一批等方式，
促进搬迁贫困群众充分就业，实现

“零就业家庭”清零。
目前，该市所有易地扶贫搬迁

户已全部实现搬迁入住，搬迁户有
就业意愿劳动力 17055 人，已就业
17006人，就业率99.7%。全市34家
本地龙头企业和146 家本地专业合
作社，与5787 户易地搬迁户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带动搬迁户年均增收
2100元。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杨
军 通讯员 陈渊）近日，安化县龙塘
乡和睦村双洋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黄青山接到深圳一餐馆老板陶建
安的电话，要他发辣椒、洋姜等蔬菜
过去。黄青山告诉记者：“我们山里
的菜能卖到大城市，电商起了大作
用。”在该合作社销售总额中，电商
销售额占 45%，带动周边 4 个村 25
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安化县推动电子商务在脱贫攻
坚战中发挥“尖兵”作用，全县农产
品网络零售额从2016年的1.2亿元
增至2019年的3.32亿元，年平均增
长率超过 40%。2017 年至 2019 年，
该县连续3年被省扶贫办、省商务厅

评为电商扶贫优秀一类县。
该县成立电商扶贫工作领导

小组，出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项目实施方案，不断健全农村电
子商务服务、现代物流和人才培育
体系；先后与 58 集团、京东集团、
阿里巴巴集团签订脱贫攻坚结对
帮扶战略协议和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开展电商扶贫、智慧物流等 8
个方面的合作。该县还在京东商
城设立安化扶贫馆，上架安化黑茶
等本县农产品 246 款，融合各方平
台，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通过上
联平台，下联百姓，形成“电商平
台+合作社+贫困户”电商产业扶
贫体系。至今年 6 月底，全县共建

成村级电商服务站 400 多个，培育
电商扶贫网店 3500 余家，培训各
类电商人才 1 万多人次，销售扶贫
农特产品 2 亿元，带动贫困户创业
就业 3500 余人。

为切实帮助贫困户增收脱贫,
安化县还引导电商平台、村级电商
服务站、农业合作社等与贫困户签
订合作协议。安化农特产品销售平
台“安化购”2019 年帮助贫困村、
贫困户销售扶贫农特产品 500 多
万元。城南区中砥村电商服务站组
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指导 31 户
贫困户制作“坛子菜”，月均网销额
近 2.5 万元，为每户贫困户月均增
收 800 元。

湖南日报7月 29日
讯（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唐兰荣 王群）随着暑假
的到来，衡阳市珠晖区茶
山坳镇堰头村里的金甲
月季园愈加热闹，60万株
月季花更加恣意地舒展
着身姿，芳香四溢。“月季
园不仅美了环境，还拉动
了乡村游，土地流转、进
场务工、项目分红，人人
都有钱赚。”堰头村党总
支书记贺光权告诉记者，
该村14户51名贫困户已
顺利脱贫。

珠晖区抓细抓实产业
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
等工作，精准施策、攻坚克
难，帮扶出一片乡村好光
景。截至6月底，该区累计
脱贫903户3195人，综合
贫困发生率降至 0.07%,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
年，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
实地考核中被评为先进。

该区依托其衡阳城
区“菜篮子”“果盘子”的
传统优势，围绕产业扶贫
树品牌、消费扶贫促增收
的理念，将产业扶贫资金
优先投入参与产业扶贫
的企业、合作社与能人大
户，设立总额为2000万元

的产业发展基金予以奖补。国家地标产品吉萝
卜、湘南地区最大早熟梨基地、规模化蔬菜基
地等一大批品牌扶贫产业因此相继崛起。该区
还不断统一和完善生产、加工技术规范和标
准，擦亮国家地标产品吉萝卜和早熟梨、仙碧
葡萄等一批绿色食品“农字招牌”。

该区还通过搭建绿色助农网络平台，组织
单位购销、企业带销、商超直销、电商营销、帮
扶助销和旅游促销等活动，加大产销对接，以
消费促进贫困群众增收。今年受疫情影响，珠
晖区还发展起20个社区“团购点”，将扶贫农副
产品送至市民家门口；1至4月，社区“团购点”
帮销收入近70万元，缓解了贫困户“销售难”。

去年，珠晖区“一村一品”打造、电商扶
贫、新龙村消费扶贫等经验，在全国“一村一
品”产业扶贫经验交流会上受到推介。

后续帮扶稳定搬迁户

电商扶贫当“尖兵”
销售扶贫农特产品2亿元，带动贫困户创业就业35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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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刘兵 薛野）“人大代表没有特
权，更不是个人‘护身符’。”7月28日，记
者从常德市人大常委会获悉，该市第六
届、第七届人大代表严平因涉嫌参加黑
恶团伙，日前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近年来，常德市人大纪委不断完善代
表履职监督机制，强化人大代表监督管
理，要求各级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努

力当好人民利益“代言人”。引导人大代表
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坚持学习提升、坚持依法履职、坚持廉
洁自律；突出人大代表履职管理“四个抓
手”，即抓代表述职、抓代表联系群众、抓
代表建议办理质量、抓代表守规守纪守
法。此外，常德市人大常委会还出台“人大
代表履职守则”，对该市11200多名各级
人大代表的履职情况进行指导。

强化代表监督提升履职能力郴州市

17006名有就业意愿劳动力实现就业，就业率99.7%

安化县

珠晖区

勠力同心战洪流沅江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黄拥军 楚峰

7 月 26 日至 27 日，沅江市迎来新
一轮强降雨，一线防洪大堤全线超警戒
水位，目平湖水位达到保证水位。26日
8时起，沅江市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再次
提升至Ⅱ级。

查险于早，处险于小
“查险要早，处险要小。”沅江市水

利局总工程师潘群芳说，该市实行专业
查险与群众查险相结合向各堤垸派出
22 名驻垸水利技术人员，组建 3 人

“老水利”专家顾问组，严格按照警戒水
位 1000 米、保证水位 500 米安排一个
大堤巡逻组，每组 9 人轮班巡逻防守。
同时，该市18个镇级抢险队、市直抢险
突击队、基干民兵队伍悉数集结待命。

早在今年2月，沅江即着手防汛备
汛工作，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出重点险工
险段隐患14处，投入300万元整治，同
时储备袋类 106 万条、编织布 11 万平
方米、砂卵石20万立方米 。

抗洪保粮，双线作战
“如果不是政府行动迅速，今年我

家 42 亩早稻恐怕颗粒无收。”7 月 28
日，在南嘴镇目平湖村，村民符德明望
着稻田里新插的晚稻，深有感触。南嘴
镇水管站站长胡瑞湘告诉记者，正值双
抢高峰，因连续降雨，目平湖垸部分农
田发生内涝，镇政府紧急调用大型挖机
和浸水泵疏通沟渠、抢排渍水，垸内
3000余亩早稻完成抢收。

据了解，沅江今年播种早稻 48.16

万亩，比去年增加12.43万亩。入汛前，
该市农业、水利、气象等各部门联动，精
准预判，超前部署。全市 198 个村积极
组织调度，联系村外农机具跨区作业，
通过机械化收割、旋耕，实现防汛双抢
两不误。

据悉，今年汛期，沅江抢收早稻48
万亩，抢插晚稻50万亩。

前方后方，同心同向
刘文辉是沅江黄茅洲镇人，在长沙

打拼多年，在老家建了一个水果基地。
这段时间,他经常在家乡、长沙两地跑，
忙的不是基地的事，而是协助镇里开展
防汛。“我不能亲身上堤防汛，但可以为
家乡出点力。无论前方后方，只要我们
劲往一处使，不信战胜不了洪水。”刘文
辉说。

7月28日，记者在黄茅洲镇见到他
时，他刚从长沙回来，帮他的朋友将一
批矿泉水、方便面送到防汛前线。7月8
日，刘文辉给镇里捐赠 100 件矿泉水，
他还发动身边的朋友，一起为家乡出
力。

记者从黄茅洲镇政府提供的一份
《抗洪捐赠物资明细》上，看到一串长长
的名单，爱心人士、志愿者的捐赠，几乎
每天都有。

在沅江，万众同心、齐力抗洪，感动
无处不在。共华镇有的居民将家中新建
的房子腾出来，给防汛队员使用；草尾
镇有的村民每天给防汛队员送茶水、冰
西瓜；全市106名两新组织党员捐赠15
万元物资，慰问抗洪救灾的党员和群
众；一线防洪大堤上，到处都有志愿者
的身影。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赵志
高）7月28日，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委
网信办、省商务厅、省扶贫办指导，湖南
广播电视台运维建设的公益助农平台

“芒果扶贫云超市”走进麻阳兰里镇桃花
源黄桃基地，助力麻阳黄桃销售。直播不
到5分钟，销售黄桃1125公斤。当天，在

“芒果扶贫云超市”现场直播活动的带动
下，麻阳桃花源基地累计收获黄桃销售
订单56.5万公斤，销售额近900万元。

麻阳素有“中国长寿之乡”“中国冰糖橙

之都”“中国最美养生栖居地”等美誉。由于地
理位置佳、土壤富硒、水土光照条件好、昼夜
温差大等优势，麻阳黄桃比普通黄桃更为香
甜多汁、清脆爽口，深受市场青睐。

“黄桃是苗乡群众的‘脱贫果’‘致富
果’。”麻阳苗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杨世勋介绍，目前，麻阳优质黄桃种植
户有3万多户，面积3.2万亩，总产量5.2
万吨，产值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20%，惠
及1万多名贫困群众。今年麻阳黄桃已经
进入采摘期，8月初将大量上市。

“致富果”走进“云超市”麻阳

下期奖池：984516773.84（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3 20161 7 0 4
排列5 20161 7 0 4 4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20069 05 07 26 30 31 07+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1

10000000 30000000

80000008000000

湖南日报记者 肖霄
通讯员 杨贵新 何杰锋

7 月 24 日，艳阳高照，隆回县荷香桥
镇开智村宏伟水产养殖合作社早稻基地，
百余名村民镰刀挥舞，割禾、打禾、晾晒，
一片繁忙景象。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村民的脸上，更让
他们兴奋的是，当天宏伟水产养殖合作社
董事长刘俊华将喜获丰收的百亩早稻捐
赠给贫困村民。

今年64岁的刘俊华，因家中贫困，15
岁辍学回家学养鱼，先后担任过村生产队
队长、村经济场队长，之后到广州、江苏等
地工作。

2012年10月，刘俊华回到家乡，租了
本村烟家冲300多亩荒地发展养鱼。2015
年，成立宏伟水产合作社。当年8月，一场

暴风雨冲垮了鱼塘田堤，损失近80万元，刘俊华的
创业梦想破灭。

2017年，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刘俊华一家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帮助刘俊华脱贫，帮扶工
作队队员每天往他家跑，讲解扶贫政策，商讨脱贫
方案。

2018 年初，在工作队的建议下，刘俊华重启
“名存实亡”的合作社，贷款流转鱼塘周围的100余
亩荒耕地种植水稻。当年底，合作社纯收入达50万
元，刘俊华成功脱贫致富。如今，合作社的水稻规模
已经扩大到300亩，年产值预计600万元。

“是党和政府给了我脱贫的希望，今年是脱贫
攻坚决胜之年，我也想尽一份力量，帮助贫困村民
致富。”今年，刘俊华种植的100亩早稻迎来丰收，
他决定把这些稻谷全部捐赠给村里的贫困群众。

“我一直想摘掉头上这顶‘贫困帽’。合作社成
立之初，我就跟着刘总学种植养殖，今年他还赠给
我4亩多稻谷，非常感谢他。现在我的年收入达到4
万元，远远超过脱贫标准。”贫困村民朱松和开心地
说。

开智村党支部书记朱建绿表示，村里已经组织
贫困户对捐赠的早稻进行收割，所收粮食的五分之
四归收割者本人，剩下的五分之一由村委会分发给
村中的孤寡老人和残疾人。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戴
明冬 邹国栋）7月27日，娄底市娄星区乐坪街道分派
网格员至重点路段，维护上下班时段交通秩序。为切
实防范交通事故发生，乐坪街道以社区为单位划分
123 个小网格，400 余名网格员全员参与，社区“吹
哨”，部门“报道”，推动交通顽疾隐患排查、应急处置、
政策宣传全覆盖。

娄星区为娄底中心城区，人口、车辆流动量大，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隐患较多。整治行动开展以来，
娄星区以乐坪街道为试点，在原有社会治理网格体
系基础上探索监管新机制，将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7
大类 15 个方面问题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拓展预
警、排查、执法等功能。每个网格配备网格管理员、
隐患信息情报员、安全员，逐级管理、逐层负责，管

理体系直达每户每人。
通过网格员的高频巡查、及时报告，娄星区各

职能部门能够随时掌握网格内道路交通状况，第一
时间制止、纠正占道经营等妨碍交通行为；对水淹、
滑坡等道路隐患，迅速发现和处置。

目前，辖区内的长青、黄泥塘等 5 个街道已建立
交通顽瘴痼疾整治长效机制，剩余6个乡镇正在全力
推进网格化管理，广大网格员利用“群众身边人”的特
点，当好服
务员、宣传
员、排查员
等，快速高
效整治交通
隐患。

7月29日，长沙市
芙蓉区东湖村合平路
滨河路口，芙蓉区社会
福利中心主体工程建
设完成，预计11月正式
建成运营。该中心占地
50亩，总建筑面积6.2
万平方米，设有 1800
余张床位。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芙蓉区
社会福利中心
主体完工

娄星区“小网格”发力交通整治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刘训忠 黄文颖）“目前，项
目建设中有哪些困难，有关部门帮助解
决了没有？”近日，在东江饮水工程（二
期）工地，郴州市北湖区纪委监委有关
负责人再次登门，详细了解重点项目在
物流运输、原料供应以及资金支付等方
面存在的困难。

为深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了解项
目复工复产优惠政策落实等情况，北湖
区纪委监委科学精准监督，并联合区委
办、区发改局等部门，抽调16名干部成
立4个专项监督检查组，从全区308个
项目中，筛选134个重点建设项目进行
跟踪督办，聚焦政策规定执行、资金管

理使用、作风建设、项目效益发挥等情
况，并紧盯招投标、合同签订、行政审
批、项目实施、资金拨付、竣工验收6个
关键环节。共发现资金管理不规范、主
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 8 个方面问题 98
个，提请区委区政府关注问题 6 个，重
点督促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履行职责，帮
助企业及时解决问题。还督促整改其他
问题104个，问责处理13人。

同时，通过精准监督发力、精准问
责“倒逼”，北湖区全力破解手续办理、
征地拆迁等制约项目推进的难题，重大
产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今年上半年，
该区32个市级重大产业项目完成年度
投资60.1%。

精准监督护航项目建设百
亩
早
稻
赠
乡
亲

北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