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陈家碈片区污水治理

人民路东延线支管建设工程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资额约 14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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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登泰·丹霞苑二期
（原金桥棚改）项目工程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
人为常德登泰置业有限公司，投资额约10358.2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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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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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戴一
菥）近日，桑植县岩屋口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李作平，收到
女儿在 2019 年应该享受的 1000 元学前教育幼儿资助
金后，来到陈家河镇集市上，为女儿挑了个物美价廉的
书包。

今年7月，张家界市纪委监委开展扶贫领域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专项督查，发现结对帮扶干部万某工作
作风不实，导致李作平家应享受的学前教育幼儿资助金
并未实际享受。经过督查，万某入户走访，确保李作平
家的补助落实到位。

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制约着扶贫政策和
项目资金的精准到位，啃食着群众的获得感。年初，张家
界市纪委监委出台十项举措，聚焦扶贫领域存在的各项主
要问题，通过全面体检、系统问诊，层层压实责任，统筹推
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并部署对产业扶
贫、生态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兜底等
5个专题进行“回头看”“回头查”，结合民生领域突出问题
整治，统筹推进就业扶贫、饮水安全、农村基础设施、基本

医疗4个专题治理。
该市纪委监委还组织347名纪检监察干部，按照“一

人一村、走村入户、四不两直”要求，督查 339 个贫困村
居，明确看现场、开展座谈等25个要点，聚焦基层“微腐
败”、虚假脱贫等5个方面问题进行排查。

张家界市、县、乡三级纪检监察机关，还对扶贫领域
信访举报问题进行大起底，全面梳理，及时跟进督办，实
现扶贫领域信访举报问题动态清零，并推动开展扶贫资
金和扶贫项目的审计监督。

今年以来，张家界市共发现扶贫领域问题线索299
条，立案150件，党纪政务处分169人，组织处理158人，
移送司法机关16人，收缴资金402.19万元。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欧昌
银 龙爱清）“这次培训，既有理论辅导和现场教学，也有
实用技术讲座，非常受用。”10月11日，十八洞党性教育
基地的参训学员、花垣县补抽乡吉久村党员吴平安，参
加全省农村党员轮训示范班结束后如是说。花垣县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鲁明民介绍，自2019年8月省委组织
部将十八洞党性教育基地纳入全省第一批干部党性教
育基地备案目录以来，基地已举办培训班12期，培训党
员干部988人。

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这些年的发展令人
瞩目。为使十八洞村的经验惠及更多贫困地区，在省委
组织部的精心指导下，花垣县于今年5月成立了十八洞
党性教育基地管理处，管理处与花垣县委党校合署办
公，设置十八洞村、花垣县委党校和县工人文化宫培训
中心3个校区，并改造完善了教学设施。

基地开发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十八洞样板》等7

项教学课程、《饮水思源感党恩》等10多堂精品微党课、
《逐梦十八洞》等 5 集影像教学课程。还拓展了苗绣基
地、县农业园区和边城茶峒刘邓大军挺近大西南指挥部
旧址等13个现场教学点，以及《十八洞村》电影拍摄基地
实践教学点、苗鼓教学体验教学点、里耶延伸教学点等，
形成2至5天的“菜单式”教学课程安排和“一核统领、多
点辐射”的党性教育平台。

今年5月15日，基地迎来首批来自醴陵市的扶贫干
部共46人参加培训。从长沙市政协机关党员干部体验
班，到全省农村党员轮训示范班、江西萍乡市湘东区扶贫
干部培训班等,基地突出“党建引领脱贫攻坚”主题，通过

“理论授课、音像教学、现场解说、体验教学、实地参观、交
流研讨等方式，阐释“精准扶贫”的精神实质与丰富内涵。
大家普遍认为，通过培训，不仅感受到了十八洞村发生的
巨大变化，还学到了脱贫攻坚的好经验，进一步坚定了理
想信念、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担当作为的精气神。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陈卓
韬）近日，由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新时代清廉
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研讨会上，永州创新一线监督
助力乡村振兴经验入选全国“十佳案例”。

为将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最基层，2017年以来，
永州市委连续3年在村一级召开现场会，将基层创新实践
推广并固化成“永州经验”，铸就管理“微权力”、预防“微腐
败”的金色盾牌。

2017 年，永州市委在蓝山县毛俊村召开现场会推广
“蓝山模式”，建立县区、乡镇、村三级惠农利民资金公示制
度，按照“网上可见、手机可查、张榜公布”的要求，确保每一
个项目、每一笔资金在县乡村三级可逐级核对，群众看得
懂，监督全覆盖。2018年，在零陵区石烟塘村召开推进会，
推广零陵区村务监督月例会制度，实行村务管理权与监督
权分离工作模式，让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2019年，在道
县召开现场会，推广该县集权力清单、风险清单、防控清单、
责任清单、工作流程于一体的“四单一流程”制度，村“两委”
干部照单用权，村里每个月做什么事、花什么钱，都按流程
审议公开。

今年，全市181个派出乡镇（街道）监察办公室相继挂
牌成立，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向基层一线压实、力量
向基层一线倾斜。1-8月，全市扶贫领域共立案474件，组
织处理541人，党纪处分276人，问责168人，移送司法机关
28人，追缴资金2021万元，退还群众809万元。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龚再蓉）
“我家养的土鸡已经有人来买了，估计今年万羽养鸡专业合
作社4月份发放的60只土鸡能帮我家增收4500元以上。”
今天，宁乡市巷子口镇官山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罗定强在该市
财政局开展产业扶贫帮扶成效入户调查时高兴地说。他家
增收脱贫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扶贫资金的有力支持。

近年来，宁乡市财政局以强化监督跟踪、强化公开公
示、强化绩效评价“三个强化”举措,切实加强扶贫资金监
管，助力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从产业扶贫项目申报、项目
实施、资金拨付、公告公示、绩效评价等方面对财政扶贫资
金实施全流程跟踪监督；实行网上和网下同步公开，做到项
目建设和资金拨付进度一目了然；把数据采集、量化考评与
群众满意度作为评价标尺，动态监管每一笔资金使用状况。

近两年，该市累计投入产业扶贫资金17150万元，发展
黄桃、油茶、优质稻、土鸡、山羊、生猪等种养产业，帮助
1638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稳定脱贫。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骆国
平 杨庆 王来俊）10月14日，桂阳县舂陵江镇七里坪村村
民梁开发告诉记者，由于上游五一水库蓄水养鱼，造成他承
包的1500多亩稻田有近200亩灌溉困难。该县第六巡察
组在七里坪村巡察时，接到梁开发的投诉，当即责成镇相关
负责人及水利部门工作人员现场调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桂阳县辖 22 个乡镇（街道）398 个村（社区），人口近
100 万。去年 3 月，该县制定村级党组织巡察方案，明确

“路线图”“时间表”，每轮巡察安排对 2 至 4 个乡镇（街
道）的村（社区）党组织进行巡察。将党组织建设、贯彻落
实上级重大决策部署、“三资”管理、服务群众等10个方面
作为村级巡察重点，对接县民政、社保、财政、农业农村等
重点涉农职能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做到底子清、问题明、
手中有料。把村（社区）地域分布分为矿区、烟区、库区、山
区和郊区，根据工作状况归为组织后进村、信访突出村、维
稳复杂村、经济发达村和扶贫重点村，实行“一村一策”，增
强巡察针对性。

至目前，该县完成366个村（社区）党组织的巡察，覆盖
率为91.95%，发现问题1574个、移交线索147件，收缴违规
资金343万元，清退惠民惠农领域违规资金245万元。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通讯员 肖娟 游爱国 记者
鲁融冰）近日，由省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汉寿县人民检察
院提起诉讼的鄢某某、蔡某某非法猎捕、运输、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汉寿县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是常德市首例涉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保护且实施诉前财产保全的公益诉讼案件。

检察机关指控，2019年3月至7月，鄢某某非法猎捕、
运输、出售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草原雕一只；伙同他人非法狩
猎国家保护的“三有”野生动物夜鹭幼鸟419只，并出售给
汉寿县某养殖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蔡某某；非
法狩猎、收购国家保护的“三有”野生蛇类、鸟类 30 余条/
只。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被告人鄢某某等违反野生动物保
护法规，非法猎捕、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非法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应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同时，他们的行为还破坏了国家野生动物资
源和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对其猎捕、运输、
出售、狩猎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承担恢复原状（生态修复）、
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民事侵权责任。

经公开开庭审理，汉寿县人民法院支持检察机关的刑
事指控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一审判处鄢某某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令鄢某某、蔡某某分别和共同承担各
类损失和修复费用共计25万余元，同时判令两人在省级新
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湖南日报记者 欧阳倩 通讯员 李雪菲

垃圾站旁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管理房，是长沙市雨花
区环卫工人张妙英和她丈夫李海发的“家”。登记湿垃圾出
入，打扫垃圾站卫生……工作之余，张妙英每隔几分钟都要
跑到房外，看看瘫痪卧床的丈夫。这样的带着丈夫工作的
日子，张妙英坚持了3年多。

10 月 11 日中午，记者在雨花区高福星垃圾站见到张
妙英时，她刚清洁完垃圾桶，正准备做饭。看了看坐在轮椅
上的李海发，扬了扬手上提的青菜，张妙英笑着说：“有班
上、有家，日子没那么糟糕。”

张妙英和李海发是湖北荆州人，来长沙后，李海发曾在
东岸建材市场做搬运工作，张妙英做起了环卫工。2017年
底，李海发突发脑溢血，在全力救治后，命虽保住了，但右半
边身体瘫痪，且不能说话。

“刚开始生活确实很糟糕。”张妙英说，儿子在上学，女
儿要上班，照顾丈夫的重担压在她一个人身上。由于经济
困难，她请不起护工，也舍不得放弃工作，总是匆匆做完清

扫，又匆匆回家照顾丈夫。
2018年除夕夜，张妙英值完班回家，打开家门，看到丈

夫摔倒在地，旁边是打翻的便盆。她吃力地将丈夫扶起，两
人都没有说话，对坐着流泪。而窗外，是别人家团圆喜庆的
喧哗声。

得知张妙英家的特殊情况后，有关方面领导和工友纷
纷伸出援助之手。有的工友利用休息时间过来给她帮忙，
有的工友帮她带菜。雨花区高桥环卫所将她的工作岗位从
街道清扫调整为垃圾站守站，在垃圾站管理垃圾中转，并在
垃圾站旁提供了一间管理房供他们居住，这使得张妙英兼
顾了工作和家庭，解了燃眉之急。

清晨5时多，张妙英开始一天的工作。一辆接一辆垃
圾车到来，让她忙碌不已。指挥倒车、倾倒垃圾、平整垃圾、
清扫洗地……等地坑内垃圾箱装满后，张妙英又熟练地操
作机器，将垃圾压缩打包，装进转运车。

3年过去，张妙英从开始时手忙脚乱渐渐变得从容不
迫。每天工作时，她离丈夫不会超过100米，她说：“抬眼能
看见他，我才安心。”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蒋睿)10月13日，在湘西州
永顺县召开的湘潭市对口帮扶永顺县工作座谈会上,湘潭市市
长张迎春将1700万元的扶贫资金交到了永顺县县委书记彭军
的手中。据了解，湘潭市自1994年对永顺县进行对口帮扶至
今已投入扶贫资金1.7亿元。

26年来，湘潭市以助推永顺发展为己任，累计派出10支工
作队共57名党政干部对口帮扶永顺县。截至目前，累计实施
扶贫项目200多个。今年以来，湘潭市联合农业农村部定点扶
贫工作队，组织撰写《永顺发展莓茶产业三年行动方案》《颗砂
凤头麻鸭纯种扩群三年工作方案》，高规格举办中国永顺莓茶
文化节活动，大力推介“永顺莓茶”品牌。目前,全县发展莓茶5
万余亩，带动2600余户1.1万贫困人口脱贫；发现并帮助引进
世界仅有的黑凤头鸭，并将其作为永顺特优产业打造；编制《永
顺县全域旅游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老司城景区创建国家5A级
旅游景区工作方案》，成功创建湖南省全域旅游示范县；引进湖
南湘沪农牧有限公司拟投资10亿元,在永顺打造产业链百万生
猪养殖项目。

为实现贫困群众精准脱贫，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湘潭市
先后组织企业召开专场招聘会7场，共组织单位140余家，提供
岗位2万多个。仅2019年，湘潭帮扶贫困人口实现劳务输出或
就近就业729人。就业帮扶中，推进湘潭技师学院与吉利汽车
共同举办专门面向永顺籍贫困初中应、往届毕业学生的“吉利
订单班”，累计招收永顺籍贫困学生约 160 人，实现招生即招
工、入校即入企。两地在产业、文化、教育、扶贫等方面交流频
繁，已亲如一家。

截至2019年底，永顺县190个贫困村已全部出列，共14万余
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31.2%降至2019年的0.66%。
今年2月29日，经省政府批复,顺利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祥湖）“我
在县工业园就业，每月有5000多元工资，还能照顾小孩，比在
外地打工好多了……”10月14日，安仁县渡口乡深塘村，贫困
户晏国莲高兴地对前来走访的帮扶责任人介绍家里的生活情
况。

为克服疫情影响，稳住老百姓的“钱袋子”，安仁县大力推
进贫困户就业工程，帮助贫困户实现稳定就业。该县一方面加
大“外送”力度。发挥“春风行动”招聘会、贫困劳动力专场招聘
会、“互联网+就业扶贫”就业超市等平台作用，有组织地输送劳
动力外出务工，实现贫困群众县外务工1.7万人。另一方面扩
大“内需”。充分发挥县园区70多家企业平台优势，并通过“线
上招聘不打烊”、“线下对接不停歇”、“上门服务一对一”、“专车
接送点对点”等举措，送岗到人，送人到岗，以勋兴电子、衡元
晟、段氏新能源等电子科技企业为龙头，全县工业园区今年新
增贫困劳动力就业1045人。此外，安仁还发挥扶贫车间的“家
门口就业”优势，积极盘活乡村闲置学校、集体公房免费出租作
扶贫车间，先后建成就业扶贫车间76家，吸纳众多贫困劳动力
家门口就业。

据了解，安仁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3.04万人，实现
稳就业 2.35 万人，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贫困群众基本都实现
了就业；今年县里还为贫困就业人员发放就业交通补贴 590
万余元。

全面体检、系统问诊 层层压实责任

拧紧扶贫“安全阀”

张家界张家界

区域特色突出 教学模式新颖

党性教育基地受追捧

张家界十八洞

帮扶心连心
“潭”“永”一家亲

湘潭市26年累计对永顺县投入扶贫资金1.7亿元

安仁2.35万名贫困人员
实现稳就业

新时代清廉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
现代化研讨会举办

“永州经验”
入选全国“十佳案例”

宁乡市：“三个强化”
严防扶贫资金“趴窝”

桂阳巡察触角
延伸至村（社区）

常德首例涉珍贵野生动物
保护公益诉讼案宣判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蒋茜 通讯员 陈涛)新兵走
千里，跟踪不断线。近日，永州市零陵区人武部组织新兵回访
组，带着家乡父老的问候，辗转数千公里，奔赴陕西、河北、西藏
等地，对195名零陵籍新兵进行回访，以帮助新兵顺利度过“适
应期”。

陌生的环境、高强度的训练和纪律严明的管理，是新兵初
到部队面临的挑战。每到一个部队，回访组都与新兵座谈、交
流，给他们送去家乡亲人的嘱托，并送上一份有意义的纪念
品。了解新兵生活、学习、训练等情况，掌握他们的思想状态，
进一步做好思想稳定工作，化解他们的思想“疙瘩”，帮助他们
迈好军营第一步。

新兵们在军营中看到远道而来的家乡人，激动之情溢于言
表。“我在部队很好，请爸妈放心……”大学生新兵陈文现场拨
通家人电话。

近年来，零陵区人武部把新兵回访工作制度化，坚持“兵送
走、不撒手”，努力搭建好部队、新兵和家长之间的桥梁，切实为
新兵向合格军人转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增强新兵安心服役
的信心。

引导化解思想“疙瘩”帮助迈好军营第一步

零陵区暖心回访新兵受点赞

环卫工带瘫痪丈夫上班——

“抬眼能看见他，我才安心”

10月14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乖幺妹土家族织锦基地，工人在抓抢工期赶制土家族织
锦产品。随着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临近，当地土家族织锦企业设计了一批款式新
颖、精美时尚的个性化土家族织锦产品，并抓抢工期制作生产，确保新产品按时出现在进博
会展台和各大电商平台。 吴勇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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