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高新区正大科
技生产车间室内装饰改造工程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
件 ，招 标 人 为 常 德 市 鼎 力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投 资 额 约
1356.058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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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11月14日，2020年湘潭市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开幕

式在湘潭市工贸中专举行。

此次技能竞赛由湘潭市教育局主办，湘潭市工贸中专等

6所职业院校共同承办，来自全市16所职业院校代表队863

名选手在 6个赛点同场竞技，一展身手。比赛设财经商贸、

加工制造、交通运输、旅游服务、文化艺术、信息技术、农林牧

渔、土木建筑六大类 56个赛项。其中湘潭市工贸中专承办

了机械装备技术、装配钳工、酒店服务、服装模特表演、动画

片制作等20个赛项。此次技能竞赛也是湘潭市对接省赛的

选拔赛，每个赛项名次居前者将有机会代表湘潭市参加

2021年全省技能竞赛。

作为承办赛项最多的职业院校，湘潭市工贸中专承办

了历届全市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通过承办、参加技能竞

赛，该校形成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的专业建设

及教学工作格局，近年来省赛、国赛获奖数占全市的 70%

以上，毕业生中涌现了一批行业企业具有影响的全国、全

省技术能手。

（彭 坚 陈 砚）

湘潭市工贸中专承办湘潭市职业院校
学生技能竞赛开幕式及20个赛项

经常德市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0-2035 年）》编制项目采购已具备公开招标条
件，采购人为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预算金额：人民币
2620 万元，现予以公告，具体详情请关注常德市政府采购
网（http:changd.ccgp-hunan.gov.cn）或常德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平正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6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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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 16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 李李）“拿
到这笔钱，我就能再添几台增氧机，
再也不怕鱼塘缺氧了。”11月10日，
资兴市唐洞街道香花村，脱贫户朱
新所高兴地对前来走访的扶贫干部
说，“感谢党委政府雪中送炭，稳定
脱贫奔小康，我心里更有底气了！”

因病致贫的朱新所 2018 年脱
贫出列，但他的鱼塘上个月因缺氧
死了很多鱼，损失2万多元，这让他
陷入返贫的风险中。在街道干部和
村里的帮助下，朱新所被资兴市防
贫监测管理平台纳入“不稳定脱贫
户”管理，申请并拿到 3000 元防贫
救助金。

为确保不稳定脱贫户不返贫、
非建档立卡贫困边缘户不致贫，资
兴市今年设立防贫帮扶基金，出台

相应的管理办法，安排首期防贫基
金专户总额500万元，对因病救助、
因受灾救助、因房救助、产业贷款贴
息救助、特殊救助等情况进行救助。
将不稳定脱贫户、易致贫边缘户以
及低保、特困、大病重病、残疾等特
殊户和未脱贫户，纳入全市防贫监
测管理信息平台，实行重点监测，并
作为防贫基金重点救助对象。在实
施防贫帮扶过程中，该市实行村、乡

（镇）、市三级自下而上逐级、逐户研
判，如综合使用政策工具、社会工具
和市场工具后，仍不能阻断致贫返
贫因子的，及时使用防贫基
金进行帮扶阻断。对因重大
疾病致贫的重点监测户，个
人自付的政策内费用在1万
元（含）以上的，该市按30%
的比例救助；3 万元（含）以

上的，按 50%的比例救助；5 万元
（含）以上的，按70%的比例救助，最
高按8万元救助。

为了简化贫困户申报流程，贫
困户只需向所在辖区的村（社区）递
交申请表格，经乡镇街道审核后，资
兴市扶贫办再联合相关部门进行会
审，并进行现场回访调查。报批通过
后，直接将救助金发放至贫困户的专
项存折上。截至目前，该市防贫监测
平台共识别重点监测对象 1107 户
2126人，已有48户115人通过防贫
基金审核，获得帮扶资金69万元。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曾
丹）“不仅住进了新房子，而
且 还 在 家 门 口 实 现 了 就
业！”11月中旬，冷水江市禾
青镇黄泥安置点东升服装
厂扶贫车间，建档立卡贫困
户吴仲秋一边熟练地操作
设备，一边感叹道。

娄底按照“搬得出、稳
得住、逐步能致富”总要求，
统筹编制完善娄底易地扶
贫搬迁“十三五”规划、安置
点建设规划，建立易地扶贫
搬迁联县联点包片机制、项
目进度“一日一报”制度，高
质量推动和完成易地扶贫
搬迁工作任务。

在安置点选址阶段，娄
底推行“近县城、近集镇、近
行政村中心、近景区，建设
易扶新村”的“四近一建”模
式，将安置点选在乡镇核心
地段，保障搬迁群众的就
业、就学、医疗等需求。同
时,出台搬迁户水电费用减
免政策，有效降低搬迁群众
生活成本；安置点设立社区
服务中心，为搬迁户提供物
业管理等服务；推行“微菜
园”，分配定量菜地，让搬迁
群众既搬得出，又稳得住。

娄底始终坚持“输血”
与“造血”并重、当前与长远
结合原则，注重产业引领、
就业带动、突出特色，形成
多项目、多渠道叠加的增收
机制，保障搬迁户持续稳定

增收。该市在全省率先研发“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扶持动态管理系统”，整合搬迁户信息，对收
入、就业异常的搬迁户及时预警、及时介入；开
办164个“扶贫车间”，基本实现安置点扶贫车
间全覆盖；开展“就业帮扶行动”，实行“一人一
策”；开发社区服务、保洁等公益性岗位，优先
保障极端困难户及时就业。

目前，娄底已完成 289 个集中安置点、
19206套住房的建设任务，帮助68514名易地
搬迁群众实现“安居梦”，连续3年在全省易地
扶贫搬迁年度考核中名列脱贫攻坚一类市州
第一。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成
俊峰 通讯员 唐兰荣）连日天气晴
好，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大昌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宋欢欢，大早就在收割
过的水稻田里忙活起来。“培训老师
说了，水稻田冬季管理的好坏，直接
决定虾苗出来的早晚，以及虾苗规格
生长的速度。”谈起小龙虾养殖，宋欢
欢喜笑颜开，他告诉记者，自从参加
了区里组织的技能培训，多了一门小
龙虾养殖的手艺，收入翻了一番。

宋欢欢所说的技能培训，是珠
晖区“五个一批”助困难群众增收的
手段之一。今年来，珠晖区按照“不
落一户，不掉一人”的要求，不断创
新思路，通过返岗复工“送”一批、企

业招聘“选”一批、扶贫车间“带”一
批、公益岗位“兜”一批、技能培训

“助”一批等帮扶措施，帮助困难群
众就业有“术”，脱贫有“路”，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实保障。

今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珠晖
区紧盯全区贫困劳动力，为成规模、
成批次外出的“四类重点对象”提供

“点对点”专车运输服务，确保他们
安全有序返岗。并建立供需台账，加
强对接协调，协助 506 名贫困劳动
力返岗复工。该区还牵头组织多场
线上线下联动招聘会，引导辖区企
业优先贫困劳动力用工。同时，该区
持续挖掘力丰农业、双水湾、水师山
庄等龙头企业资源，开发扶贫车间7

个，成功带动 44 名贫困劳动力就
业，每人每年可增收1.2万元。

珠晖区还通过技能培训“助”一
批的方式，鼓励贫困者习得一技之
长，争取“一人学技就业，全家脱贫
致富”。目前，该区已开设10期技能
培训班，为 382 名贫困劳动力提供
了就业技能培训，实现全区贫困村
贫困劳动力培训全覆盖。

此外，针对少数年龄偏大、有就
业意愿、难以通过市场渠道实现就
业的，或确实因照顾家庭、身体残疾
等原因不能外出就业的贫困劳动
力，该区以公益岗位“兜”一批，安排
扶贫公益性岗位工作，对其进行就
业兜底性安置。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邓壮河

11月12日下午，和煦的阳光洒满大地。浏阳
市大围山镇鼎达合作社果园迎来一批来自沅陵
县的客人，他们是沅陵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太安
社区的贫困户和社区干部。这次远道而来，既不
是观光旅游，也不是订购果子，主要是为了拜师
学习种果技术。

大围山出产名优水果，名声在外。鼎达果园
专种桃，共有 30 多个品种，采用大棚和滴灌技
术，全程科学种果，种出的桃子又大又甜。每年5
至9月，月月上市鲜桃，销售全走电商平台，定位
为中高端客户，效益可观。

“一亩能产多少斤，现卖多少价，今年收
成如何，好不好种，成本大不大，几年后开始
受益……”一进桃园，搬迁户张建国就追着合作
社负责人问个不停。“看到这样的增收好门路，我
们想多学一点呀！”张建国说。

带队“取经”的是沅陵科技专家服务团长、副
县长张良波。他是果业专家，以现场为课堂，给大

家讲解种桃技术：“株形成‘Y’字，方便管理和采摘；30至40
厘米远留一果枝，每树留40枝，上枝留3至4个果，下枝留1
至2个果。”

搬迁户张宏万认真听讲解，还拿出手机不时录视频，生
怕记漏，打算回去当教材，再仔细领悟。他告诉记者：“这次
出门收获多，学到了种桃技术，也看到了产业致富希望。”

“搞现代果园潜力大，科技含量高，机械化程度高，市场
竞争力强，我们回去把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果园也要建
成这样，产业脱贫最牢靠，科技引领路更宽。”太安社区管委
会干部刘芹洪信心满满。

张良波介绍，沅陵县太安社区是湖南省第二大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常住1300户5000人左右。为帮助搬迁户发展
产业，县里已流转380亩土地，以县科技专家服务团为技术
支撑，采取“公司+基地+贫困户”模式，高标准打造社区生态
观光果园，让搬迁户真正搬得出、留得住、有活干、能增收。

就业有“术”脱贫有“路”
珠晖区“五个一批”助困难群众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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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通讯员 郭思嘉

11 月 15 日晚，湘潭市岳塘区霞城
街道五星村村部灯火通明。湘钢4.3米
焦炉提质改造项目征拆指挥部设立于
此，工作人员在抓紧研读政策，商量攻
克最后几块“硬骨头”。

湘钢4.3米焦炉环保提质改造项目
是湘潭市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绿
色发展的重大举措，改造后将改善湘钢
焦炭质量、提高能源利用率，助推焦炉
区域烟粉达到国家超低排放标准。项目
需征拆五星村土地660亩，涉及302户
村民。目前，还剩9户未签约。

作为近年来湘潭市占地面积最大、
涉及房屋最广、涉及人口最多的集体土
地征拆项目，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
如何破局？岳塘区的做法是：用心用情
走访，用好用足政策。

去年8月征拆伊始，岳塘区创新实
施“两轮征询+三榜公示+公开签约”模
式。这是该区首次将这种模式运用到集
体土地征拆中。岳塘区优居中心主任李
兵介绍，第一轮首先征询居民是否同意
启动征收，大部分居民同意方可进入第
二轮征询。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签订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签约数超
90%，第二轮征询才算成功。

调查结果公示、补偿面积和货币安
置人口公示、补偿结果公示，是“三榜公
示”。李兵表示，此举让征拆户真正感受
到公开、公平、公正。仅一个半月，项目
1期280亩土地的信息全面摸排到位，
进行一榜公示。在征求居民意见、核定
数据后，又进行了二榜和三榜公示，同
步集中签约，当天签约179户。

“人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岳塘
区负责人多次强调的一句话，要求征拆
干部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

今年8月，征拆工作正如火如荼开
展，征拆户周爱秋却不肯签。原来，她的
小女儿今年32岁，至今未婚，周爱秋想
添加1个虚拟人口，多算一个人头费。

“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一碗水不
端平怎么办呢？”了解她的诉求后，岳塘
区从主要负责人到征拆小分队反复上
门，耐心讲解政策。得知观望不仅不能
争取额外红利，反而会损害自身利益，
周爱秋当晚便签了约。

征拆工作中，岳塘区坚持一个标准
补偿、一把尺子测量、一个口径宣传、一
个声音答复，确保政策公开与执行一
致、政策执行前后一致、同等情况补偿
一致，打消“钉子户”不切实际的预期，
为征拆按下“加速键”。

征拆干部“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
作为征拆队伍的一员，岳塘区委政法委
副书记谭东风就“碰了钉子”。他负责的
征拆对象周某是上访户，几次走访，周
某对谭东风都不理睬，总是低头玩手机
里的象棋游戏。

于是，谭东风买了一副象棋来到周
某家。“老周，今天我们不聊拆迁，就下
棋！”那天，他们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
时。接连几天下棋后，周某主动谈征拆，
不久后签约。

像谭东风一样，党员干部干在一
线，耐心细致做工作。五星村村干部周
建英是拆迁户，房屋被推倒当天，她正
上户走访。结束工作后，她只身一人到
自家房屋废墟前，拍了一张纪念照片，
又继续投身征拆一线。

面对生病的征拆对象时，工作人员
提着果篮、牛奶前去探望；对久居外地
的征拆户，工作人员一次次电话沟通；
为了等待征拆户签约，工作人员常守至
凌晨……大家辛勤付出，创造了可借鉴
的征拆“湘钢样板”。

用心用情走访 用好用足政策
——看岳塘区如何做好湘钢4.3米焦炉提质改造征拆工作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戴
鹏 通讯员 肖思飞 罗兰）“买买买，我
这里有最甜的蜜。”11月16日，湘赣边
区县市区农业人才集训班在茶陵开讲，
江西永新县三湾蜂业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贺辉莲学习了直播带货课程后，迫不
及待站在镜头前练习带货技巧。

此次湘赣边县市区农业人才集训
由湖南省委人才办、株洲市政府组织，
株洲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农村局主办，
旨在打造本土农产品电商销售主阵地，
进一步扩大湘赣边区农产品的知名度
和竞争力。来自茶陵、莲花和永新等 7

个湘赣边县市区的 130 余位新型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负责人、乡村致富带头
人、农业农村创新人才和返乡创业者参
加集训。

此次集训为期5天，内容涵盖企业
调研、标杆游学、直播达人特训、集中培
训和直播带货大赛等 5 大专题。其中，
农业专家在集中培训时为学员讲解乡
村振兴、农业供给侧改革、新媒体运营
等课程内容，强化理论武装；直播达人
特训，按照“导师授课、基地观摩、实操
演练”三步原则，全方位锻炼学员直播
带货技能。

湘赣边农业人才茶陵集训
开设标杆企业游学、农产品直播带货等特训项目

冬修水利
11月15日，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金凤桥村，由县农业

部门投资的1100多米长的高标准沟渠在施工中。目前，常德市将
冬修水利作为重点工作推进，确保明年春耕春播。 赵有强 摄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邵仁志 崔雨婷）“1400 多
把扫帚全卖出去了，心里石头落了地，
谢谢你们！”11月16日，安乡县纪委监
委干部许涛来到大湖口镇东保村回访
贫困户，村民肖政秀拉着他的手，连声
致谢。

为护航脱贫“向前走”，10月初，安
乡县纪委监委派出 10 支工作队，对全
县7个乡镇、32个贫困村开展入村督查

“回头看”，帮助贫困户解决生产生活困
难。

肖政秀今年 60 岁，因肢体残疾致
贫。去年，肖政秀种了5亩地肤（别名地
麦、扫帚苗，嫩茎叶可以吃，老株可用来

扎扫帚），扎制、销售扫帚是其主要收入
来源。今年地肤长势喜人，5 亩地肤扎
制了1400多把扫帚。但受疫情影响，直
到10月底，扫帚无人收购。许涛在入户
走访中了解情况后，立即找村干部商
议，发动大家跑市场、找销路。半个月
后，1400多把扫帚销售一空。

“决胜脱贫攻坚，帮助贫困户解决
‘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入村督查发现问
题整改归零。”安乡县纪委监委负责人
介绍，入村督查活动开展以来，拟定检
查措施 24 条，详细记录每户贫困户的
诉求，建立问题整改清单，明确办结时
限。目前，累计走访贫困户483户，先后
为135户贫困户解决生产生活问题。

护航脱贫“向前走”

安乡开展入村督查“回头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