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溪区“兜”住扶贫网底不落一人

根据湖南省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推进小组《关于湖南
科技报社、第二课堂杂志社改革方案的批复》（湘经事改复字
[2020]57号），湖南科技报社将转企改制。为此，湖南科技报社
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拟向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20年9月19日起90日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蔡建文 联系电话：15973108288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59 号产权大楼二楼

湖南科技报社
2020年9月29日

湖南科技报社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第二次)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下列

机构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长沙县支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板仓南路 29

号新长海中心服务外包基地3栋A座301-303房
许可证流水号：0261154
机构编码：000086430121
成立日期：2011年8月2日
发证日期：2020年9月4日
电话：0731-88288606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

身保险业务；经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经总公司授权的其
他业务。

公 告

2020年9月21日，香港新太阳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

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政府、浏阳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解除战略合作协议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即全面退出

浏阳投资。为此已成立清算组负责处理浏阳新太阳置业

有限公司、浏阳新太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浏阳新太阳赤

马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善后事宜。请上述公

司相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

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

供证明材料。

特此公告

债权申报地址：湖南省浏阳市浏阳大道新天地商务会

所17楼

联系人：杨主任 联系电话：0731-83213666

香港新太阳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太阳置业有限公司

浏阳新太阳置业有限公司

浏阳新太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浏阳新太阳赤马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9日

公 告
党建是推动税务事业发展的“助力器”。为进一步深

化税企联合党建一条线、一体化、长效化，9月中旬，国家税
务总局宁乡市税务局与宁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举办了“党建
引领聚合力 税企共建促发展”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宁乡市税务局党员干部在宁华新材料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毓超的引导下，参观企业生产车间和党建文化
阵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产品研发、文化理念
等情况。税企双方围绕抓“六稳”促“六保”、密切税企联
系、党支部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交流互换意见，分享
工作经验。同时宁乡市税务局党员干部向该企业宣传讲
解税费优惠政策，现场答疑解惑，问需求、送政策、送服务。

据了解，宁乡市税务局不断以党建为引领，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促进发展”的文明创建理念，大力推进精
神文明建设，助推税务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其中，“党
建+税企联动”活动搭建了税企双方互通的桥梁。针对共
建企业提出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一对一”“面对面”“手把
手”精准政策咨询辅导，着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法治意
识强的高效化税务服务队伍。同时，通过党建学习材料共
享、经验交流等方式，不断丰富党内生活方式，不断增强

“党建+税企联动”的凝聚力。 （朱 艳 许名沅）

税企党建“1+1”凝聚合力促发展
怎么有效治理交通问题顽瘴痼疾？各地都在探索。

入秋以来，岳阳各级各部门突出重点、靶向发力，将专项整
治行动推向了高潮。去年11月份以来，该市共查处酒驾醉
驾、超速超员、拖拉机违法载人、电动车违法驾驶等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112万余起。

岳阳市始终聚焦“人、车、路、企、政”五大要素，以及工
作中凸显的隐患问题，重点查处“两客一危”车辆疲劳驾驶
172起，货车超限超载运输5674起，营转非大客车、农村面
包车、商务车非法营运 501 起，非法车辆从事旅游运输 9
起；整改风险隐患突出路段1586处，撤销外省客车接驳点
9处；马路市场、国省道标志标线缺失、不规范，农村公路沿
线违法建筑、占道作业等隐患问题已全部清零。同时强力
推进省整治办交办的问题隐患，完成率达99.16%。

为将“靶向发力”落到实处，岳阳市注重跟踪问效、督
导落实。8月底，市整治办组织督查组先后赶赴县市区对
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一次“回头看”，列出了问题
清单，理清了责任单位，指导督促限期整改到位。市集中
整治领导小组综合日常调度、考评考核、督导调研及“回头
看”情况，对认识不高、整治不力、效果不佳的地区、部门启
动约谈问责机制。截至目前，下发8期督查通报、35次督
办函、43期交办件。 （徐典波 文和生 王 随）

岳阳市：“靶向发力”整治交通顽疾

“师傅，摩托车加装遮阳伞万一
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9 月
24 日，在资兴市汉宁路，交警执法
人员正在对非法改装摩托车遮雨伞
的机动车上路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
治。

国庆中秋双节临近，为确保节
假日期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进一
步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全力完成顽
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预防辖区电
动车、摩托车事故发生。从 9 月 21
日起，资兴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摩
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集
中整治行动。

行动中，该市联合交警、城管、

市场监督等部门成立联合执法行动
工作组，采取机动巡逻与定点检查
的方式，在城区东江水电路、市区汉
宁路等多个电动车、摩托车，流量
大、交通违法、事故多发的重点路口
路段，重点查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无牌无证、非法载客超员、不戴头盔
及安装遮阳伞和雨棚、闯红灯或逆
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对查获的
电动车、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驾乘
人员，执法人员认真开展面对面宣
传教育，耐心讲解无证驾驶驾乘摩
托车和不戴安全头盔的危害性，提
高人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意识，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

通法律法规。
与此同时，资兴市从源头治理

入手，对辖区内各摩托车、电动车销
售、维修店和晴雨伞经营户再次进
行“地毯式”全面摸排，要求经营者
遵规守法，依法经营，严禁对车辆进
行非法改（拼）装，特别是非法给摩
托车、电动车加装晴雨伞，并向他们
说明非法加装晴雨伞的安全隐患。

整治行动以来，该市已查处违
法违章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合计 64
辆；拆除遮阳伞55把；查处经营销售
非标车、安装遮阳伞和雨棚、非法改
拼装汽摩托车修理店合计6家。

（李 李 王 鹏）

资兴市：开展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集中整治行动

根据湖南省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推进小组《关于湖南
科技报社、第二课堂杂志社改革方案的批复》（湘经事改复字
[2020]57号），第二课堂杂志社将转企改制。为此，第二课堂杂
志社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拟
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自2020年9月19日起90日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向清算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赵海波 联系电话：13807312187
联系地址：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17号

第二课堂杂志社
2020年9月29日

第二课堂杂志社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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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 28日讯（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张东红 付任华）“以前看病要跑12
公里到镇卫生院，现在不仅有村卫生室和乡
村医生，还有驻村全科医生上门服务！”近
日，娄底市涟源市白马镇文化村党支部书记
刘高级介绍，去年，该村建成标准化村卫生
室并投入使用，服务内容包括基本医疗、公
共卫生、家庭医生签约、贫困户健康体检等，
有效缓解了当地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娄底市在健康扶贫工作中打出“组合
拳”，采取全科医生驻村服务、行业资源整
合、公共卫生提质增效、防治出生缺陷等 4

种方式，确保贫困群众“应保应保”、大病救
治“应救尽救”、慢病签约“应签尽签”、村卫
生室“应建尽建”、全科医生“应驻尽驻”，促
进健康扶贫全员额、全时段、全行业深度覆
盖，有效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娄底持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给贫
困群众“看得好病”提供保障。一方面，提高
大病救治能力，全市 29 种大病救治定点医
院专项救治率达到94.71%；另一方面，精准
识别、精准服务，逐步建立起贫困患者回访
机制，通过经管医生点对点回访，提高治愈
率。全市注册的1670名全科医生（助理全科

医生）已全部派驻进村，实现每万居民拥有
全科医生4.2名，居全省第一，基本实现“首
诊在基层”。

娄底还聚焦“基本医疗有保障”问题，各
县域内定点医院均落实“先诊疗后付费”服
务，强力推进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工作，
贫困户参保率达100%，29种大病县域内住
院实际报销比例达 87.36%，减轻了贫困患
者医疗负担。

同时，在“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
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基础上，
娄底创新提出“公卫提质促进一批”，努力让

群众少生病、治未病。利用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和签约服务家庭医生，对全市贫困人
口进行再次摸底，对贫困户优先服务、分类
救治。今年，全市分类救治累计覆盖 1.9 万
人，慢病签约服务12.6万人，重病兜底保障
救治2458人次。

湖南日报9月 28日讯（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通讯员 邓志强）“低保政策
帮我走出低谷，扶贫干部为我排忧解难，我
有勇气和决心今年脱贫。”9月21日，岳阳市
云溪区陆城镇陆逊社区贫困户孟华丽高兴
地领取社会救助兜底的低保金。孟华丽身体
不好，丈夫病逝后，两个小孩要抚养，生活陷
入困境。除了低保，镇干部还帮她找到一份
轻松的工作，解决了她的后顾之忧。

今年来，在脱贫攻坚中，云溪区把兜底

保障作为解决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最后防
线，竭尽全力“兜”住最困难群体，“保”住最
基本生活，做到一人不落。

目前，云溪区落实农村低保保障对象
1407 户2723 人、城镇低保保障对象793 户
1114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20户726人，
分散供养特困对象190户195人。截至9月20
日，共发放城乡低保金938.6万元、特困供养
金214.1万元。全区所有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
实现应保尽保、应兜尽兜，特困供养应养尽养，

临时救助应救尽救，残疾人“两补”应补尽补。
云溪区开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困难群众

排查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贫困人口享受低保、
特困供养、临时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残疾
人“两项补贴”等政策落实情况，按照乡不漏
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的要求，对
建档立卡贫困户、边缘户、监测户、三类低保户
中基本生活困难的家庭全面摸底，新增纳入农
村低保对象499人、特困供养对象41人，符合
脱贫标准退出低保289人。

云溪区城乡低保继续提标，保障水平持续
增强，城、乡低保救助水平分别达到每月368.9
元、242.6元，超省、市规定标准线。对兜底保障
对象存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安全饮水等困
难的，该区及时与相关行业部门对接，综合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广泛发动乡镇（街道）、村
（社区）干部及网格员、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发挥
各级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作用，统筹运用部
门专项救助资源，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加大对
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力度。

实现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应兜尽兜

湖南日报 9月 28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胡连红
资一帆）9 月 28 日上午，“湘南起义在耒阳”专题馆在耒阳市
文物保护单位“培兰斋”内开馆，吸引了数百名市民“抢鲜”
观展。

1928 年 1 月至 4 月，朱德、陈毅和湘南特委共同组织领
导的湘南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
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耒阳是湘南起义的主
战场、指挥中心之一，也是井冈山“朱毛会师”的出发地。

“湘南起义在耒阳”专题馆占地总面积约为 300 平方
米，展区共分为 7 个板块，分别为序厅、前言、蓄势待发、红
旗漫卷、挥师东进、风云激荡和结束语。该馆以时间为轴
线，以重要人物和重点历史事件为主线，通过文字、图片、实
物的展示，以及实景的塑造、“声光电影”方式重现了湘南起
义那段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

耒阳是革命老区，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近年来，
耒阳市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挖掘和红色文化的宣传和传
承，启动“红色基因传承三年行动计划”，建设、修缮和布展
了“湘南起义在耒阳”专题馆、党史陈列馆、谢维俊故居、伍
若兰故居、梁家祠堂 5 个场馆。同时，该市抢救了一批红色
革命遗址，并搜集整理出 100 余个红色人物故事，通过“周
末有约·马阜岭红色故事会”平台向市民宣讲。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李夏涛）近日，沅陵县一中
副校长刘勇飞将一面绣着“清风助学 大爱无疆”的锦旗送
到该县纪委监委，感谢纪委监委全体干部职工。“今年，你们
资助的学生中有 6 个毕业，3 个考上一本，3 个考上二本。”刘
勇飞告诉沅陵县纪委监委负责人。

从 2015 年开始，沅陵县纪委监委启动“清风助学”活
动，每年从该县一中选择优秀贫困学生进行资助，每人每学
年发放助学金 3000 元，直至高中毕业。捐款全部来自该县
纪检监察系统干部职工的自愿资助，已累计捐献 20 余万
元。截至目前，累计资助学生 25 名，已毕业的 19 名学生全部
考上本科院校，其中 15 人考上一本重点大学。

“没有纪委监委叔叔阿姨的帮助，我就没有机会上大
学。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也帮助更多的人。”手捧录取通
知书，受资助的小曹同学流下激动的泪水。小曹家是该县借
母溪曹家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父亲因糖尿病长期卧床，母
亲患有听力障碍，爷爷奶奶同样年迈多病。今年高考，小曹
以理科 607 分的成绩，被长沙理工大学录取。

除了给贫困学生捐款，沅陵县纪委监委还持续关注受
资助学生学习、生活、思想等变化，建立台账进行全程管理，
动态跟踪服务，并成立青年志愿服务队，对受助学生进行针
对性、靶向式的引导和帮助。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重要途径。“用我们的
一点微薄爱心，帮助那些贫困学生，志智双扶，希望他们能
健康成长，将来成长为中华民族的参天大树。”该县纪委监
委负责人张俊辉说。

沅陵纪委监委
“清风助学”5年

资助25名贫困学子 ,19人已考上大学

“湘南起义在耒阳”
专题馆开馆

在健康扶贫工作中打出“组合拳”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
讯员 汤新开）“以前参与投标，需要筹措大
量资金，现在一张电子保函就能解决。这给
企业节省了不少成本，缓解了资金压力。”9
月 25 日，益阳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告诉记者。

不久前，该公司中标“S511南县东河至
茅草街公路改建工程 B 标段项目”。按以前
的投标模式，需要交纳80万元保证金，但本
次投标，路桥公司以电子保函形式缴纳投标
保证金，仅支付6400元，即中标1.31亿元项
目。

电子保函是益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为优化营销环境推出的一项重要措施。今年

3月，交易中心启动电子保函平台建设，9月
1日，全面上线运行保险保证电子保函平台、
银行电子保函平台、担保电子保函平台。投
标单位只需进入投标保证电子保函版块，选
择需要投标的项目，点击鼠标即可完成投
保。电子保函系统将保函的资料同步上传至
中心公共交易系统，至开标截止时间保单才
会解密。与金融系统对接生成的电子保函，
又为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做了背书。

“电子保函可谓一举多得。”益阳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李尚说，它既减轻投标单位投
标成本，又推动信用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
境。截至9月20日，中心交易系统共生成电
子保函235笔，涉及担保金额1.16亿元。

益阳：电子保函为企业减负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通讯员 胡刚 邓
和明 记者 颜石敦）9 月 28 日，嘉禾县塘村
镇赶圩日，县交警大队车管所工作人员设立
服务点，为乡亲们免费办理电动车牌。

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电动车注册登记规
范，审核资料、查验车辆、录入电脑系统，
热情解答乡亲们的问题。并发放宣传资
料，宣传道路安全法律法规知识及骑电动
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驾驶无牌无证车辆、
酒驾、超速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倡

导群众安全文明出行，自觉抵制各类交通
违法，进一步加强交通安全意识。当天，共
办理电动车牌业务 16 宗，发放宣传资料
100 余份。

“电动车免费上牌是今年省交管局推出的
一项惠民措施，对电动车实行‘一车一档’便于
管理。”嘉禾县交警大队大队长曹万忠介绍，截
至目前，全县共
免费办理电动
车牌5422宗。

嘉禾免费办理电动车牌

鱼儿肥壮 市场丰盈
9月28日，常宁市官岭镇西塘水库，村民在捕鱼装箱。国庆、中秋双节将近，当地渔民

在该水库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捕鱼作业，捕捞生态鳙鱼投放节日市场，保障“菜篮子”供应。
曹正平 周秀鱼春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 9月 28日讯（记者 罗毅 见习记者 杨永玲
通讯员 周镜忠 谢万波）9 月 25 日，道县陈树湘烈士纪念
馆，2020 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道县分会场活动开幕。

道县作为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的集结地、决策地和命令
发布地，及陈树湘“断肠明志”牺牲地，又是“重走长征路国
家红色旅游精品路线重点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的
重要节点，红色资源无与伦比。

近年来，永州市积极弘扬陈树湘“断肠明志”精神，依托
丰富的红色资源，加大发展要素投入，创新红色旅游发展模
式，使红色旅游成为开展党性教育、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的重要载体，成为永州市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撑。永州
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发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重
要节点”的优势，全力打造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为期 3 天的道县分会场活动精彩纷呈，共由节会开幕
式、陈树湘“断肠明志 绝对忠诚”精神研讨会、“红动湘粤
桂 道州更多娇”招商引资推介会、湘粤桂红色自驾游产业
峰会、“红色故里 魅力道州”自驾游踩线活动、“长征街”建
设暨道县庆祝 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等主题活动组成。

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湘赣闽粤桂五省千车万人“道州
忠诚之旅”五省车队授旗仪式。五省联动的自驾队伍，将重
走长征路，传承红色基因。

让红色文化“动起来”
2020中国“红博会”道县分会场开幕

有效遏制因病致贫返贫娄底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