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滨江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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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编码：B0002S243010042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17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6月30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东路112号滨江金融中

心T3、T4及裙房201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天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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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编码：B0201S24301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19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10月13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31号尚玺苑18B栋

101-1商铺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1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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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

“立胜，又去看阳爷爷他们呀！”“是
呀！和他们聊聊天，看看他们还有什么
困难。”孙立胜所联系的网格内有3位独
居老人住在一个小山坡下，他经常上门
与老人谈心，帮忙做些体力活，让老人的
独居生活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文家市镇共有619个像孙立胜这样
的“红色网格”，并建立起“镇+村+支+
微”四级微网格联络体系，分别针对群众
诉求提供精准“服务”，让红色网格成为
基层治理的幸福“密码”。

处处是风景，
共绘景美人美“新画卷”

10月10日，文华村梅和组与莲心组
交界处的路面在短短3天内就实现了坑
洼杂乱到干净整洁的转变，村民走在路
上也十分舒心，感到“安全感”满满。“多
亏有‘微网格长’这个带头人带我们一起
干，才能这么快就把路修好。”受益村民
叶绍春为“微网格长”点赞道。“微网格
长”张武兵和组长牵头组织了本组村民

十余人筹资捐工，使路面焕然一新，得到
了组内村民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在文家市镇，传承下来的不仅是红
色景点，更有一股党建引领、互帮互助的
红色精气神，营造了一幅景美人也美的

“新画卷”。
人人可参与，

齐商发展路线“金点子”
7 月 14 日，沙溪村沙溪党支部的 6

个微网格联合召开议事会，沙溪村党总
支书记李江萍将本村发展旅游的思路
告知在座的 100 余名村民代表，并请各
位村民为村级发展贡献“金点子”。

“引进项目，发展乡村旅游，我们也可
以搞民宿、卖农特产品。”“我觉得沙溪片农
田多，但劳动力有限，希望选出致富带头
人，大家一起种经济作物，最好是引进加工
企业，让老人也能参与进来。”……这场“微
网格议事”会在村民掌声中结束。如今，成
果也赢得了村民的赞赏——新引进的古村
寻宝真人CS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将为

沙溪旅游发展聚集新一波人气。
沙溪村沙溪党支部通过微网格议事

会，议出村民共识，议出了发展新思路，也
议出了村民参与村级发展建设的积极性。

事事能解决，
合力消除村民“心头难”

“华府楼门口清理好了，大家看着也
舒心。”文家市村村民蔺先生欣慰地说
道。前不久，蔺先生通过“微网格议事”
提出了华府楼门口废品回收点影响市
容，要求处理或取缔。文家市镇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收到意见后马上到现场查看
处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何侣也特
意打电话回复蔺先生：针对取缔废品回
收站的问题，已经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
回收点老板将废品分类，严禁占用公共
区域堆放，做到日清日结。微网格贴心
的“售后”服务让群众十分满意，也增添
了对“微网格议事”机制长期运行的期待
和热情。

文家市镇通过构建“收集—处理—反
馈”机制，对于拟办理和已办理事项在村级
公示栏和微网格联络里张榜公示，使群众
反映的意见能做到“事事有回音”，目前已
解决、办理民生微实事292个。(温书玉)

浏阳市文家市镇：

红色网格成基层治理幸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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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 22日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薛野）
“三季度狠抓脱贫攻坚问题清零专项行动，经过逐村逐户
查、分类分项改、精准精细帮，全市共排查问题21326个，目
前已全部整改清零。”10月21日，常德市扶贫办将优化经济
发展工作开展情况及交办问题整改情况，向常德市人大常
委会做专题汇报。

为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助力开放强市产业立
市，常德市人大常委会自 2018 年起，连续 3 年对市政府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进行评议。通过评议调查，收集
掌握涉及脱贫攻坚的相关问题 11 个。今年 7 月，常德市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纪委监委派驻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纪检组联合对问题进行交办，并要求 11 月前报告整改
情况。

“对政务服务、依法履职、监督管理等情况开展自清自
查。”常德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整改过程中，严把贫困
户识别、退出关口，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确保数据精
准，不漏一户一人。健全信访投诉举报机制，提升群众满意
度，对履职不到位的党员干部严肃追责。规范资金项目管理
水平，提高使用效率。强化扶贫领域作风建设，联合市纪委
监委，对已开展的产业扶贫、生态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专
题进行“回头看、回头查”，做到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
实、脱贫结果真实。

人大监督护航脱贫攻坚
常德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通讯员 童丹平

袅袅秋风多，槐花半成实。10 月 20 日，
平江县三阳芙蓉学校新校区，一辆辆卡车来
回穿梭，工人有条不紊地作业，7座大楼主体
建筑都已封顶，附属工程建设正在进行中。

“这是全省计划投建的 100 所芙蓉学校之
一，新校区投入使用后可提供学位 1080
个。”平江县教育局局长刘日新介绍。

穷乡，也要办“好”教育

此番盛景，若放在10余年前，是不敢想
像的。2008年，平江县119万平方米校舍，有
80多万平方米是危房；有的偏远乡村小学，
办学条件寒酸到令人心疼。时任县教育局局
长吴定辉走访时发现，有一所农村小学的厕
所连门都没有，只在门上挂了一块破布，后
来布掉了，老师上厕所，得让同事把门。

穷乡也要办“好”教育。面对困境，平江
县委书记汪涛快刀斩乱麻：“教育要作为事
关百姓民生的‘一号工程’来抓。对教育工
作，坚持工作部署优先、问题解决优先、项目
建设优先、经费保障优先，确保平江教育优
质高速发展。”

为加快发展教育，平江县克服困难，大
幅增加投入，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从 2007
年2.36亿元，增至2019年13.33亿元。

同时，该县各部门为教育合力开辟“绿
色通道”，规划部门按照“先学校用地，后开
发用地”原则，确保规划内学校建设用地需
要；发改、建设、国土等部门简化手续，减免
费用，实行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除了加大自身投
入力度，平江县还四处争资争项。2017 年 9
月，财政部驻平江定点扶贫工作队队员杨宇
获悉，全省将启动一批芙蓉学校建设，便向
平江县委、县政府报告，积极争取这一项目。
2018年春节后，平江成功入围。

平江县将第一所芙蓉学校选址定在毛
简青烈士故居附近，命名为“简青芙蓉学
校”。2018 年 9 月，该校正式开工建设。项目
总投资 1.5 亿多元，省财政拨款 3000 万元，
县财政配套1.2亿多元，占地近6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3.24万平方米，高标准配齐配足
教学设施，新增小学、初中学位2500余个。

现在，变化真的很大

今年 9 月，平江师生又迎来一桩大喜
事——总投资10亿元的湖南师大附属颐华

实验学校如期开学，湖南师大附中党委副书
记彭荣宏担任颐华学校校长。学生童鹏激动
不已：“校园太美了，我喜欢这里的游泳池和
篮球场，在这里读书可以每天都来打球。”

“我们的硬件设施在全省属一流，可提供
8600个学位，青年教师团队全部有本科学历，
其中有硕士学历的超过20%，还有来自清华
北大的高材生、中科院的博士和硕士。”彭荣
宏说，“学校体育馆内设标准篮球场、跆拳道
室、健美操室等，可承办国家A类赛事。”

平江县县长黄伟雄说：“对教育事业怎么
重视都不为过，对教育建设怎么投入都不为
过，对教师队伍怎么关爱都不为过。”教育改
革的春风拂过，城市教育全面开花，乡村也未
落下。在距离县城最远的龙门镇，来自湘阴的
特岗教师陈露见证了平江教育的蜕变。

2013 年，22 岁的陈露通过特岗考试来
到浊江小学任教，所见之景触目惊心。教学
楼是D级危房，课桌、讲台破破烂烂，走廊地
面坑坑洼洼。“教师宿舍就是办公室，晚上上
厕所我们几个住校教师打着手电筒，约好一
起去。上面足额配齐了教师，可是条件太艰
苦，许多人走了。”陈露感叹道，“现在，变化
真的很大！”

浊江小学不仅新建了教学楼、食堂、厕
所，还有了多媒体教室、多功能室和篮球场。

教师宿舍家具电器一应俱全。学校改头换
面，加上人才津贴等工资待遇落实到位，年
轻教师留下来了，教学质量年年攀升。家长
们提起学校变化，个个竖起大拇指。

发生这种翻天覆地变化的，不止浊江小
学。“十三五”期间，平江县一中投入1.9亿余
元，新建科技楼、后勤服务中心等；县二中投
入近 1.4 亿元，新建教学楼、学生宿舍；职校
投入近1.7亿元，新建公共实训基地、综合实
训楼和食堂；思源学校投入近7000万元，完
成校园整体迁建……

2018年以来，平江通过统、筹、争、引等，
共筹资 17.41 亿元，建设 156 所农村义务教
育薄弱学校和43所实事项目学校，新建校园
面积达60余万平方米。

秋雨一何碧，山色倚晴空。一所所崭新
的现代化学校在城乡拔地而起，一批批“出
彩”的师生崭露头角，平江正“以教育再造一
个新平江”的豪迈魄力，书写“教育强县”新
篇章。

湖南日报 10 月 22 日讯（记者 肖畅 通讯员 楚伊
瑀）10 月 20 日，湘潭市残联负责人带领电商创业培训
老师来到“拇指姑娘”宋娇家中，为她量身定制电商技
能学习计划。这让 30 岁却只有 3 岁小孩身高的宋娇，倍
感温暖。

为克服疫情影响，促进残疾人稳岗就业，形成帮扶残疾
人创业就业合力，今年，湘潭市残联组织开展“点亮万家灯
火”托底帮扶残疾人就业行动。该行动针对在法定劳动年龄
内、有就业创业意愿和能力的残疾人，采取免费专项培训、
增加岗位供给、扶持残疾人自主灵活就业、稳定残疾人集中
就业、发展辅助性就业与公益性岗位兜底等举措，全力开展
托底帮扶服务。

今年，湘潭市还创新建立残疾人网上求职绿色通道。
残疾人只需留下姓名、电话，就有专门的服务人员主动致
电直接对接，调查就业需求、完善求职信息、开展招聘服
务，用人单位和残疾人足不出户即可实现网上面试、网上
签约。

目前，通过开展残疾人就业招聘服务，共促成489名求
职残疾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全市已有23503名残
疾人实现就业。

湘潭

采取免费专项培训、增加岗位
供给等举措

托底帮扶
2.35万名残疾人就业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王益波）
今天，记者从衡阳市雁栖湖片区治理开发项目指挥部获悉，
雁栖湖公园项目已获批准建设。该项目原址一度是当地“黑
臭水”治理焦点，将在黑臭水体治理基础上，进一步建设一
个生态城市公园，成为一个新景点。

雁栖湖公园项目位于石鼓区黄沙湾街道团结村，整个
片区占地3000余亩，其中已开发1200余亩。公园拟建设水
域面积739.58亩，规划的绿地建设及公园设施用地628余
亩，计划总投资约2.6亿元。

雁栖湖公园建成后，不仅能为周边居民提供一个休闲、
娱乐、健身好去处，更将提高城市品质，进一步满足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设计的核心和亮
点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绿色浸润进城市肌理，让生态成
为市民心中最朴实的幸福。

“黑臭水”将变身新景点

雁栖湖公园获准建设

衡阳

湖南日报10月 22日讯（记者 李夏涛 卢嘉俊 通讯
员 龚卫国 余昊龙）10月21日，芷江侗族自治县岩桥镇槐
花园村油茶基地，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紧张激烈的油茶
采摘比赛热闹举行。当天，怀化市油茶科学种植推广活动
在槐花园村启动，2020年怀化·芷江（杨家将）油茶采摘节
同步举行。

怀化是湖南油茶中心产区之一。近年来，怀化把发
展油茶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产业和特色产业
来抓，先后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目前，全市油茶种植总
面积 245 万亩，年产茶油 2 万吨，去年油茶总产值达 45
亿元。

种好油茶并非易事。如何选择品种？如何提高幼苗成活
率、挂果率、出油率？广大油茶种植户在栽培、管护中，往往
会遇到一些难题。活动启动当天，省市林业专家现场传经送
宝，为种植户解疑释难。

走进油茶林中，洁白的茶花迎风绽放，红褐色油茶果挂
满枝头，呈现一派丰收景象。

“发展油茶，是贫困山区群众实现增收致富的有效路
径。”湖南杨家将油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银介绍，他
们将油茶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利益紧密结合，对基地贫困
户油茶种植统一规划，统一免费供种育苗，统一培训，并
免费提供技术指导，统一以保护价收购。2018 年以来，该
公司在芷江流转土地 1000 亩建设有机标准油茶基地，并
在会同、辰溪、洪江等地建有合作油茶林基地 5 万余亩。

“一亩油茶百斤油，又娶媳妇又盖楼。”一位在槐花园村
油茶基地务工的村民开心地说。

种好油茶好致富
开展油茶科学种植推广活动

怀化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唐银芳)10 月 19 日，东
安县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收到一笔
3.3 万元的退款，这是 2013 年该公司
在参与某项目投标时，向县住建局缴
纳的投标保证金。公司总经理唐小鹏
说，这几年，公司财务人员更换，加上
项目较多，把这笔钱忘记了。没想到，
县纪委监委主动作为，把钱清退给了
公司。

针对因企业法人变更、财务人员变
动等多种原因，而导致工程建设领域押
金、保证金等没有及时退还的情况，今
年来，东安县纪委监委集中开展保证金
(押金)清理清退专项行动。该县通过宣
传栏、网站等发布通知，公布联系方式，
主动对接相关代理机构、业主单位和当
事人，核实信息，开展清退工作。针对投
标人对公账户撤销、企业法人变更、企
业破产等特殊情况，采取一事一议办
法，力争清退到位。目前，已清退903.6
万元。

同时，东安县认真查找保证金(押
金)积压的制度性原因和症结，建立健
全相关管理规定和制度，确保不再发生
此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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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熊小平 曾玉玺
通讯员 李湘辉 曾杨

10 月 20 日，新化县荣华乡龙湾国家
湿地公园，碧波荡漾，候鸟翩跹。公园核心
区龙湾村村民梁继生家的外墙上，也有一
只 5 米多高的大鸟，叼着与窗户浑然一体
的鸟笼，鸟笼里是3只雏鸟。与湖面上的候
鸟不同的是，墙上的大鸟在龙湾村永久落
户——这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创作的
3D 墙体彩绘。这样的墙体彩绘，在龙湾村
已有40余幅，面积共计3000多平方米，后
期还将继续增加。

娄底农村，前几年墙体广告触目皆是，
大多制作粗糙，有的破败不堪，影响村容村
貌。2017 年以来，娄底市进行农村墙体广
告清理整顿，内容丰富风格各异制作精美
的墙体彩绘成为娄底农村新景。

“这边墙上画的是白鹭，那边是白腰草

鹬，都是村里常见的鸟儿。”龙湾村村委会
主任刘时海介绍，起初清理墙体广告采用
刷白墙的方式，千墙一面，让人觉得单调，
没有乡村韵味。

新化县委副书记、县长左志峰告诉记
者：“近年来，娄底大力推进脱贫攻坚、美丽
乡村建设。2018 年，我们在龙湾国家湿地
公园核心区龙湾村试点，引进著名乡村规
划设计师洪达仁的生态乡村理念，与中央
美院合作，创建乡村油画创作基地。龙湾村
由贫变富变美，现已呈现‘生态有序、民主
自治、产业活跃、乡风文明、特色鲜明’的乡
村振兴新格局。”

妙手丹青，匀红点翠。如今的龙湾村，
现代与古朴同在，“3D 鱼塘”“黑虎武术”

“金玉满堂”“新化山歌”等大型彩绘伴随着
村民的日常生活。

像龙湾村这样通过墙体彩绘添彩美丽
乡村建设的工作，娄底各县市区都在推进。

双峰县梓门桥镇黄马洲村，分布全村的“新
二十四孝图”巨幅墙体彩绘，让村民举目可
见；涟源杨市镇板桥村、东园村，回村的艺
术专业大学毕业生毛嘉和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乡村文化画上墙壁；娄星区乐坪街
道大塘社区、贤童街的宣传墙上，乡风文
明、乡村美丽传说及“入学之礼”“行走之
礼”等栩栩如生。

墙体彩绘对村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双峰县梓门桥镇黄马洲村村民彭小军说：“村
里的孩子都熟悉‘新二十四孝’故事呢。”不久
前，他在屋场会上提出丧事简办，用白花胸针
代替孝布，得到村民支持。新化县龙湾村的墙
体艺术彩绘，为村里发展湿地公园旅游增加
了新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娄底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袁若宁介绍，
2017年以来，娄底在全市范围启动农村墙体
广告整治行动，依法清理各类墙体广告8万
余处，并持续监管，动态清零。同时，推广墙体
彩绘，美化乡村、宣传美德、传递正能量。

娄底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懿文说：“美
丽乡村建设，我们不仅要山清水秀，也要房
美。脱贫攻坚、全面小康，村民要富起来，农
村也要美起来。”

繁霜尽是心头血
——平江书写“教育强县”新篇章

10月22日，民间
河长和志愿者在潇水
河边捡拾垃圾。当天，
双牌县举行“全面落
实河长制，奋力打造
幸福河”清滩环保活
动，30多名民间河长
和志愿者通过实际行
动，倡导更多人参与
护水行动，守护母亲
河。 张宏 摄

民间河长
守护清流

让每面墙都美美哒
——娄底乡村推广墙体彩绘见闻

湖南日报10月 22日讯（记
者 欧阳倩 通讯员 高兴）今天，长
沙市雨花区高升路箱涵工程启动
建设。这是石碑大港流域水环境综
合整治重要项目之一。工程预计
2021 年竣工，新的管网将进一步
完善石碑大港排水体系，让雨水进
入“快车道”，提高排渍能力。

石碑大港水系位于长沙城南，
属圭塘河水系子汇水区，汇水范围
涉及雨花区约7.96平方公里、天心
区约3.49平方公里。近年来，随着
排水系统老化，石碑大港水系排水
通行能力和污染控制能力已逐渐
不能适应城市发展。而该水系局部
排水管渠淤积，让污水不能及时畅
排，对圭塘河水体也会造成影响。

高升路箱涵作为石碑大港流
域绕城高速以北片区的排水主通

道，汇集了芙蓉南路、雀园路、先锋路、韶山路、
洞和路等市政道路雨水。项目还配备了1座末
端智能截污井，重点提高排渍能力和进行水污
染防治。据介绍，在地下重新布局和新建两公里
箱涵管网，不仅能更好地呵护圭塘河水质，还能
有效解决相关道路周边的雨天积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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