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潭邵阳市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肖丽娟 通
讯员 于四海 谭历伟）近日，邵阳市绥宁县河
口乡老团村一位老人走失，信息传到覆盖全县
的“微网格末端感知系统”，线上线下联动，仅
用10多分钟，就在长铺子乡哨溪口村“宝庆大
叔”平安志愿者杨小平等人帮助下，找到了老
人。这是邵阳市强化社会治安末梢治理、造福
广大群众的一个例子。

近年来，邵阳市坚持把创新基层末梢治
理，作为推进市域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
破口来抓，在全省率先创建集公共安全监控、
消防、热成像、空气和水源等末端感知子系统

于一体的城乡末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体
系。其中，邵东市开发的各类场景预测预警、
闭环处置智能 APP 和末端感知大数据处理
中心，已在智慧消防、智能交通等“十大社会
末梢治理”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北塔区、新
邵县、绥宁县分别构建的“微网格末端感知系
统”，具有矛盾纠纷随时报、安全隐患随时拍、
治安联防随时巡等强大功能，可开展 707 项
为民服务。

邵阳市还在全国首创“一村一辅警”机制，
实现社会治安防控和末梢治理无缝对接。经4
年多锻造，一支素质过硬的辅警队伍活跃在各

建制村，成为“治安防范组织员”“矛盾纠纷调
解员”“便民利民服务员”。不久前，邵阳市“一
村一辅警”被列入第一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地区和项目名单中。

同时，邵阳市加强“宝庆大叔”平安志愿者
队伍等群众自治组织建设，着力打造立体化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已建立北塔区“乡贤理事会”

“道德评议会”及隆回县“家风理事会”等群众
自治组织2.3万个，发展“宝庆大叔”平安志愿
者3.56万人。近5个月，“宝庆大叔”协助摸排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57起。

“我们积极发挥村（居）民自治作用，真

正实现矛盾纠纷调处由‘事后处置’到‘事前
预防’的转变，架起了直通末梢的社会平安
桥。”邵阳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李志
雄介绍，今年 1 至 10 月，该市农村刑事、治
安 警 情 发 生 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35.83% 、
19.59%。

经桃源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桃源县东城路道路
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一标段（桩号K0+144-K1+040）项目
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桃源县东城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该项目估算总投资约2641.13902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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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源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11月18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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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黄材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43010095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32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月1日
住所：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黄宁西路16号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监管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花明楼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43010096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33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月1日
住所：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镇花明中路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监管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乡灰汤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43010094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31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月1日
住所：湖南省宁乡县偕乐桥镇偕乐南路
18号（临街门面第一层）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监管局

下列机构因迁址换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金融许可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四方坪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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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11S243010020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2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10月22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双拥路 529
号水木轩5栋115、116、117、118号
发证日期：2020年10月2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监管局

11月17日，国医大师熊继柏工作室揭牌暨收徒拜师仪式
在常德举行，标志着该市首个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正式落户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来自该院的 5 名医务人员正式拜熊继
柏为师，研修中医。

近年来，常德中医药事业按照“传承国粹、服务群众”的理
念，坚持以市级中医院为龙头，区县（市）中医院为骨架，全面
推进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可喜成效。国医大师熊继
柏工作室的到来，开启了常德提升医疗服务品质、发展高端中
医事业的新阶段。

常德市将为工作室提供最优的环境条件和最大的支持力
度，使之成为培养中医高端人才的基地，并以此为契机，积极探索
开展多种合作方式，进一步提高全市医疗机构中医诊疗及研究
水平，促进全市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

卫健部门表示全力支持和推进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发
展；各医疗机构要加强交流合作，提升区域中医整体服务能力
和区域服务质量；市一中医医院将以揭牌拜师仪式为契机，充
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强自身的医疗辐射带动作用。

熊继柏是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特聘学术顾问、终身教授，是享
誉海内外的著名中医临床专家，擅治内、妇、儿科各类疾病，尤
擅诊治疑难重症，诊治病患达百万人次以上。

（吴秀英 张涵致）

国医大师熊继柏工作室落户常德

09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2020年11月1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刘永明 版式编辑 杨诚

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
讯员 彭雪枫 黎治国）“发一条信息，小区党群
连心微信群里国网电力公司的党员志愿服务
者就赶过来，修好了巷子里的路灯。”11月11
日晚上，在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社区澧水河畔
小区，正在跳广场舞的王大姐开心地说。

近年来，桑植县深入开展城市社区“三
联四建”党建品牌创建活动，党组织和党员
热心服务居民，共同打造幸福小区，受到大
家好评。

桑植县“三联四建”，即领导干部联系社
区、职能部门联系项目、党员干部联系居民，建
好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社区综治管理平台，建
强社区党组织、社区志愿者组织，打通党组织
和党员服务社区群众“最后一公里”。全县14
名县级领导联系7个社区14个小区，38个职
能部门联系社区民生实事项目，1120多名党
员干部联系社区小区居民。同时，制定社区、小
区3年发展规划，建立项目建设及工作建设台
账，实行一月一督促、一季一调度，分3批落实

为民代办事项100项。
桑植县还组织在职党员到社区、小区“双

报到”，广泛开展治安巡逻、纠纷调解、绿地养
护、卫生保洁宣导等服务活动，充分发挥他们
在平安社区建设、省级卫生城市创建等工作中
的先锋模范作用。澧源镇何家坪社区桑植故事
小区党支部以“三亮三服务”活动为载体，公布
小区内党员姓名、电话、专长，组织党员“亮身
份、亮承诺、亮服务”，到小区开展志愿服务、公
共服务和帮扶服务。小区党支部书记何清林

说，小区居民有困难，看标识标牌就知道该找
谁“帮忙”。

“三联四建”活动蓬勃开展，给桑植县城市
社区小区带来很大变化。目前，该县7个城市
社区全部建立了社区便民服务站，15 小区成
立了党支部，毛遂自荐担任栋长、楼长的党员
有69人，自愿到小区当保洁员、巡逻员、保安
员、调纠员的党员有2600多人，社区小区党组
织和党员已帮助解决小区居民烦心事、忧心
事、扯皮事上万件。

强化末梢治理促进社会平安
2.3万个群众自治组织活跃城乡，3.56万名平安志愿者服务群众

“三联四建”打造幸福小区
小区党组织和党员帮助居民解决烦心事上万件

桑植县

11 月 18 日，滴滴旗下社区电商平台橙心优

选正式进入湖南，首批在长沙、株洲、衡阳、益阳、

岳阳、常德、湘潭等7个城市同时上线，为社区居

民带来一系列超低价爆款产品：除了一系列购物

券、抽奖活动，最高可立减100元，用户在平台上

购物的到手价有可能比市场价的1折还低。

就在近日，橙心优选与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

经济指导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探索创新社

区电商和农民合作社之间的合作模式，在农产品

采购、冷链仓储、品牌推广等方面进行对接，这意

味着将有更多的农民合作社产品通过橙心优选

直达社区。

5折都out了，“橙心”爆款到手
价低于市场价1折

橙心优选采用“今日下单+次日送达+门店

自提”的模式，为市民提供物美价廉的水果蔬菜、

肉禽蛋奶、米面粮油、日用百货等精选商品。市

民每天 0时到 23时，在橙心优选小程序下单，次

日即可在选定的自提点提货。

笔者在橙心优选微信小程序看到，橙心优选

在长沙每天将举办6场秒杀活动，爆品的品类主

要是水果、蔬菜、鲜肉，以及王老吉、北京二锅头

等大品牌的标准商品。

更让人惊喜的是，橙心优选的价格非常实

惠，大多数商品是市场价格的 5 折，部分爆款价

格不足市价 2 折。比如，4 枚装的农家鲜鸡蛋市

场日常价大约在4元，橙心优选秒杀价仅为0.99

元，为市场价的2折左右；1斤甘肃黄心土豆日常

价是 3 元，橙心优选秒杀价仅为 0.59 元，不到市

价的 2 折；日常价 19.8 元的新鲜五花肉，橙心优

选秒杀价仅为9.9元。

橙心优选在湖南多地上线后，将持续推出一

大波消费福利，包括每日6场爆品秒杀价格低至

0.99 元，还有上线送红包、下单送券、购物满减、

每天抽奖等多种优惠促销活动，其中抽奖环节最

高可立减100元。

节省中间流转成本，突出湖南
特色，承诺48小时内“无忧退款”

橙心优选作为滴滴集团重点布局的社区电

商平台，主要定位解决家庭消费者的日常需求，

并依托社区实体便利店，通过线上预定、门店自

提的方式充分满足社区居民的日常需求。

在保证低价的同时，橙心优选不断提升平台

商品的高品质。据介绍，橙心优选的采购严格把

控商品质量，平台上的每一个产品都经过试吃等

多轮审核。

此外，橙心优选还特意为湖南用户准备了一

批特色商品，比如麻阳冰糖橙，市场上每斤麻阳

冰糖橙的价格在3元左右，且货源短缺。橙心优

选以其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建立稳定货源，售价每

斤仅为0.99元。

橙心优选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依托全国一

群优质经销商资源，去除了所有中间流转环节，

为消费者带来高质低价的消费体验，这也是橙心

优选的核心竞争力。

橙心优选的低价高质在上线第一天就得到

长沙当地团长和居民的认可。18 日凌晨，在橙

心优选的小程序上，已经有 12 万用户同时在线

抢购。早上 8 时，第二波秒杀活动已经有近 40

万用户同时在线抢购。

为让居民享受到安心、放心的购物体验，橙

心优选承诺，凡是在平台购买的商品，若发现质

量问题，48小时无理由退款。

截至目前，橙心优选已经在四川、重庆、陕西

等 16 个省份上线。橙心优选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未来一个多月内，橙心优选将加速进入湖南，

预计在 2020 年底，橙心优选将全面覆盖湖南省

主城区。

目前，橙心优选正在全国招募网格站点合作

商，条件丰厚。“只需要有场地、车辆、人员等相关

资源，即可成为橙心优选的合作伙伴。无需合作

商自行开拓客户，公司有激励补贴机制，多劳多

得。”橙心优选承诺，运营初期有丰厚补贴政策，

对覆盖区域大、多个网格站的合作商进行现金激

励。激励政策长期稳定，区域保护保证合作商收

益，没有额外费用。

此外，橙心优选也在全国范围内招募社区团

团长，并承诺为团长们提供丰厚的销售佣金、下

单奖励，以及完善的培训体系。关注“橙心优选

科技公司”公众号进入团长报名页面即可申请成

为团长。

带动农产品“源头触网”销售，
推动农民合作社产品直达社区

农民合作社是我国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产业覆盖粮棉油、肉蛋奶、果菜茶等农产品生

产，随着橙心优选与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

导司的签约，双方将在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创

新农产品流通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合作空间。

根据合作协议，在农产品采购方面，橙心优

选将与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进行对接，进行农产品采购；在农产品仓储方面，

橙心优选将结合业务布局，与具备相应能力的农

民合作社建立仓储服务合作，带动农民就业增

收；在农产品品牌推广方面，橙心优选将多维度

推介农民合作社产品，提升农民合作社及其产品

的品牌形象，助力农民增收。

双方还将以合作协议的签署为契机，鼓励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先行先

试，积极推动相关先期合作落地，总结成功案例

经验，探索农民合作社与社区电商合作共赢的

有效模式。 （陈永刚）

农业农村部与滴滴橙心优选合作，推动农民合作社产品直达社区

滴滴旗下社区电商橙心优选来湖南啦
最高立减100元，到手价可能低于市场价1折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陈
莉 梁力丹）“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
岫……”11月16日，由湘潭市文旅广体局主办的“送
戏曲进万村、送书画进万家”演艺惠民活动走进该市
岳塘区湘机小学。花鼓戏、黄梅戏、越剧等剧种相继上
演，让在场师生感受到传统戏剧的魅力。

此次演艺惠民活动，是湘潭市2020年重点民生
实事项目之一。今年来，该市实施32项重点惠民实事
项目，其中湘潭市文旅广体局承担 7 个项目，投入
1086万元，用于公共文化馆数字化建设、基层文保单
位规划保护、全域旅游惠民卡发放、村（社区）文化设
施配送、演艺惠民送戏下乡、解决特殊群体有线电视
费用以及旅游厕所建设等，是湘潭市直机关部门承担
项目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单位。

为确保省、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按质按量完成，
湘潭市文旅广体局加强对责任项目的指导力度，坚持
每月一督查一通报，倒排工期，扎实推进。目前，已完
成公共文化馆数字建设，基层文保单位规划保护 3
家，发行全域旅游惠民卡5万张，完成村（社区）文化
设施配送 40 处，解决特殊群体有线电视费用 12370
户，在全市5个区县开展演艺惠民送戏下乡活动，建
成旅游厕所61座。

开展演艺惠民送戏下乡活动等

办好文旅广体民生实事

湖南日报11月 18日讯（通讯员 谭冷霜 辛怡
林 见习记者 卓萌）11月14日，临澧县停弦渡镇青山
村理事会全体成员来到村民陈菊香家，为她家挂上

“卫生文明户”牌匾，并发放奖金。“这是我今年第二次
获奖。7月镇政府开表彰大会，我还上台领奖呢。”89
岁的陈菊香喜笑颜开。

为推进人居环境整治，2018年，青山村成立环境
卫生理事会，定期对831户村民卫生情况进行考核评
比。后来，理事会职责功能进一步拓展，涉及人居环境
管理、红白喜事管理、平安创建管理、廉洁行政执纪监
察、村企发展管理5大内容。理事会成员由老党员、退
休企业家、返乡能人、青年骨干等组成。在理事会推动
下，青山村今年引进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发展高粱、金
银花种植2000亩，营造比学赶超、争先创优氛围，乡
风向善向好。今年二季度，该村被评为常德市人居环
境“十佳村”。停弦渡镇党委书记邓春辉说，理事会已
成为推动村级产业发展、文明创建、乡村治理的重要
力量。

借鉴青山村治理经验，临澧县229个村都建起了
村级理事会。今年来，化解各类纠纷94起，劝退违规
赈酒47次，协助纪检监察干部处理村级“微腐败”案
13件，助推产业开发项目23项。

“理事会”推动乡村振兴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白培生 李秉
钧 通讯员 曾翔）11月18日，永兴县“橙恋永兴·
银都飘香”2020年永兴冰糖橙采摘节举行。

“家人们，这里是永兴冰糖橙种植基地，你看
这个橙子非常漂亮，味道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试
吃一下……”节会现场，行业专家、网红大咖以及
商农代表等，在直播镜头前与网友共享橙甜。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国际柑橘学会执委、中国
柑橘学会理事长邓子牛，现场推介永兴冰糖橙。来
自湖南广电等官方新媒体平台的网红主播、60余
名直播带货达人进行了在线直播。现场还启动了
2020年永兴冰糖橙“村播”大赛、品果鉴果大赛等
活动。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作项目协议5个，总金
额25.7亿元；签订永兴冰糖橙销售协议10个，总
金额近2亿元。

永兴是农业大县，有水稻、冰糖橙、油茶、生猪、
蔬菜、烤烟等6大优势特色产业。永兴冰糖橙经多
年培育，成为全县农产品的“代表作”，以其优良的
品质和独特的口感先后被评为中国十大名橙、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并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全国十
佳柑橘地牌，入选全国名特优农产品目录等。

目前，永兴冰糖橙种植面积达 16 万亩，今年
产量预计达10万吨，产值10亿元。同时，县里引进
了全球首条橙类全自动无损伤糖酸度选果分选
线，日加工能力100余吨。

永兴举办冰糖橙采摘节
“摘”下订单近2亿元

11月17日3时20分许，由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的常益长高铁益阳绕城高速特大桥工
程，跨益湛线双幅转体梁经过逆时针63度、80分钟同步转体后，成功到达预定位置，实现精
准对接，标志着常益长高铁全线首个双幅转体梁完成同步转体施工。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李健 通讯员 郭懿 摄影报道

双幅转体梁完成
同步转体施工

临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