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3个立行立改交办问题现已整改到位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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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岳阳支公
司第二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0621011
机构住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长

湖乡范家村荷花组25号第一层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许可证流水号：0261098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0日

电话：0730-762083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岳阳支公
司毛田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0621009
机构住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张

谷英镇渭洞村四维片渭溪街2号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许可证流水号：0261097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0日
电话：0730-762083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岳阳支公
司城关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0621010

机构住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新
开镇新开花园E栋105、106号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许可证流水号：0261099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0日
电话：0730-7620833
以上机构业务范围为：1、对营销员

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2、收取营销员代
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3、分发保
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
单证;4、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5、经保
险公司授权,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
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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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 2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得花 刘志军)11月12日，祁阳县
茅竹镇富联村的千年古樟如同一把绿色的
巨伞。树下，已经建好的花园、草地、游道等，
吸引人们前来游玩。村民蒋小军、蒋建生在
此开办的小卖部、农家乐，生意红火。

祁阳县大力引导群众护绿、造绿，发展
有机农业生产等绿色产业，推动农村生态环
境改善、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全县348个村
全部申报创建省级“绿色村庄”、“森林乡村”
称号，其中有44个村已被确认为国家、省美

丽乡村。祁阳县获评“全国绿化模范县”、“全
国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试点县”。

祁阳县实施“十、百、千、万”绿化工程，
即：十万株绿化大苗进城区、百万株绿化大
苗进园区、千万株绿化大苗进村庄、十万盆
盆景进家园,扮靓城乡。在湘江沿岸村庄，该
县每年组织干部职工，义务植树造林，打造
百里湘江风光带。县委常委等领导，每年自
掏腰包购买绿化树苗种植，认领管护。全县
兴起种花植树、美化家园的热潮。

该县大力保护农村现有的绿色生态资

源，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和建设绿色小游园,目
前,100多个村建起了小游园。记者在茅竹镇
富里村看到，珍稀绿化树都挂牌保护，小游
园的宣传栏、文化墙上，有以森林防火、野生
动植物及公益林保护等为内容的漫画、宣传
标语等。村民们告诉记者，大家切身感受到，
现在生态越来越好，更加宜居，因而大家也
自觉增强了护绿意识。

在创绿护绿的同时,祁阳县推动发展农业
产业，让村民们因“绿”脱贫致富。湘江沿岸的
三家村，原来是有名的贫困村，2015年以来，

该村将6000多亩耕地统一流转给农业公司，
种植有机蔬菜等,已实施退耕还林还湿工程
1100余亩，成功创建为国家3A级景区。该村
整村脱贫出列，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实现1.6
万元。到目前，该县有6个村成为乡村旅游村。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黄卓凌）“终于拿到棚改拆迁
补偿款，真是太感谢了!”11月16日，苏仙区
苏仙岭街道龙船头社区杨家巷居民杨富仁
喜笑颜开地告诉记者。杨家巷棚改项目于
2016年立项，但因各种原因，项目推进很慢，
向巡视组反映后，项目终于又动起来了。

今年9月，省委第一巡视组在苏仙区开
展巡视以来，向该区交办13件立行立改事项

和交办信访件 301 件，大多是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内容涉及棚户区改造、公办幼儿园
幼儿占比过低、道路交通安全有隐患等方
面。苏仙区高度重视问题整改及信访交办件
办理工作。实行一个问题（信访案件）、一名
领导、一个方案、一套班子、一抓到底“五个
一”机制，对每个问题都明确了整改措施、整
改时限、责任单位和责任领导，形成上下联
动、部门协作、合力整改的工作格局。实行台

账管理和销号制度，由区纪委区监委牵头进
行全程跟踪督查，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
回音。针对巡视组指出的问题，该区举一反
三，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并从建章立制上解
决问题，确保整改取得实效。

苏仙区在园幼儿数为15894人，公办幼
儿园在园幼儿为3950人，占比为24.85%，未
达到全面小康考核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为
50%的指标要求。省委第一巡视组获悉这一

问题后，立即进行交办。“我们幼儿园现在已
交付使用，正在装修当中，预计2021年春季
开始招生，能够解决180名小朋友的入园学
位。”白露塘中心幼儿园园长李宛芝笑着对
记者说。

截至11月底，该区在园幼儿共计16395
人，其中公办幼儿园幼儿达8346人，占比上
升为50.91%。苏仙区13个立行立改交办问
题现已经整改到位10个，整改完成率77%。

株洲百企组团赴高校揽才
提供岗位2564个，已达成意向181人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周敏 谭莉）
“像我这样刚毕业的‘菜鸟’，头年月薪就有5500元。再说，株
洲产业发达、城市漂亮，发展空间大。”近日，云南昆明理工大
学应届毕业生曾泽宇上周签下合同，将入职株洲华锐精密工
具股份有限公司，他很满意地说。

随着株洲·中国动力谷加快建成，优势产业吸引相关企
业不断入驻，人才紧缺问题日益凸显。株洲市将帮助企业解
决人才瓶颈问题作为温暖企业行动的重要内容，通过深入企
业调研，摸清用工需求、列出急需紧缺岗位清单，有针对性地
与省内外知名高校对接，初步达成“人岗匹配”意向。10月24
日至11月20日，株洲市人社局联合市暖企办、产业链办，组
织株洲冶炼集团、立方新能源、千金药业等100家企业拿出
2564个岗位，先后赴昆明理工大学、西南大学、湖北大学等
高校开展专场招聘会，收到简历891份，已达成意向181人。

流程“瘦身”办事“提速”
娄底“一件事一次办”提升服务效能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见习记者 李梅花）“拿着身份
证，交一份材料，拍一张照，3分钟申领成功，接着去银行领
卡。”近日，在娄底市政务服务中心“一件事一次办”窗口，市
民康迎辉办完社保卡申领手续后感慨地说，“从申领到拿卡，
花了不到半小时。”

在干部作风集中整治工作中，娄底瞄准群众关心关注的
办事服务工作，围绕“清事项、减材料、压时限”，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把全市人社系统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流程、
办理时限、所需材料再优化、再提速、再精简，将程序相近、材
料相同、结果关联的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形成“一件事
一次办”服务新模式，解决群众办理联办件需要跑多个窗口、
提供多次材料的困扰，实现“最多跑一次”或“一次都不跑”。

娄底还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工作，通过自建网办平台，帮助企业群众实现线上“一次登
录、一网通办”；拓展手机“智慧人社”APP、人社服务大厅自
助服务终端等，为群众提供自助服务。

目前，娄底已实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创业担保贷
款申请等1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件事一次办”，个人权益记
录查询打印、社保卡申领等17项高频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社
保卡服务、电子社保卡申领等13项事项自助办。

新邵“回头看”确保整改见实效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通讯员 刘立超 耿忠义 记者

肖霄）“我家通上自来水后，再也不用买水喝了，谢谢你们帮我家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近日，新邵县纪委监委开展入村督查“回头
看”时，酿溪镇汤仁社区贫困居民温红祥对工作人员感激地说。

今年5月，新邵县纪委监委开展脱贫攻坚入村督查时，
温红祥反映因邻里矛盾纠纷造成自家自来水中断，日常生活
只能买水。督查组立即反馈给当地社区居委会和镇党委，督
促及时解决。此次督查，共发现各类问题429个。

为确保督查问题件件有着落、整改见实效，10月下旬，
新邵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队，组成11个督查组，再次入村
进行督查“回头看”。督查组以“四不两直、走村入户”方式，重
点检查上轮督查时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四不摘”落实情况，
并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查漏补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

截至10月底，督查组入村走访233户，接待群众617人，召
开座谈会62次，实地察看项目128处，新发现问题35个，已督
促解决24个。5月督查发现的429个问题，已完成整改424个。

348个村争创省级“绿色村庄”
44个村已被确认为国家、省美丽乡村

经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审核，澧县大地岭
陵园建设项目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已具备公开招标条
件，招标人为澧县民政局，投资额约 247.28 万元，现予以公
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ding.hu-
nan.gov.cn）及 常 德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http://ggzy.
changde.gov.cn）、常德市政府网、《湖南日报》、《常德日报》。

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11月24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湖南省体育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永州分中心即
开库存中游戏名称为“红色印迹”（游戏编号0253，包
号3502530047874）共1包，因分中心退回省中心仓
库后进行盘点时，发现丢失，现声明作废，如今后发现
在市场流通，我中心概不负责！ 特此声明

湖南省体育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永州分中心
2020年11月20日

作
废
声
明

湖南日报记者 陈新

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务
院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沙作为省
会城市担负起为国家探索两型路径的重
大责任。

13年来，长沙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居
住环境大幅改善，群众参与两型社会建设
蔚然成风。连日来，记者深入长沙多地采
访，探访长沙两型发展之路。

治理餐厨油烟，让空气更清爽

已是傍晚午饭时间，天心区桂花坪街
道金桂小区34栋的居民张林家里饭菜香
气扑鼻，却闻不到油烟味。

“以前炒个辣椒，整栋人都能闻到味
道，现在炒菜不呛人，清洗也方便，外墙更
美观。”提起油烟净化机，张林赞不绝口。

金桂社区主任刘界介绍，金桂小区作
为老旧小区，没有排烟管道，绝大多数家
庭使用的是老式排气扇，平时做饭屋内呛
鼻，外墙滴油。从 2018 年起，金桂小区开
展老旧小区家庭油烟机改造计划，1140
户居民装了油烟净化机，享受清新空气。

受惠的不仅仅是金桂小区，从 2016
年开始，长沙市两型中心启动主城区老旧
社区居民家庭餐厨油烟净化治理试点。截

至目前，长沙累计完成老旧小区家庭餐厨
油烟净化治理 23 万户，有效减少了油污
排放，空气更清爽。

推进示范创建，参与蔚然成风

“夏天晚上睡觉可以先开空调，把房间
温度降下来，再用电扇维持室温，可省电
80%……”这是在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一
个社区开展两型公益宣讲的一个精彩片段。

在长沙，两型不只是口头讲，还在实
践中，让两型看得见、摸得着。

走进省级两型示范学校芙蓉区育才
第三小学，“迷宫花园”里，多种花卉争
妍斗艳；“一米菜地”和“瓜果廊”内，大
白菜、小芹菜长势喜人；两型宣传展示
厅中，学生们使用饮料瓶、纸盒等做成
的手工艺品透着灵巧与智慧。

“学校将两型教育与劳动教育结合，
引导孩子亲近自然，将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的理念渗透到孩子们的实践活动中。”
该校校长曾伟文说。

不止在社区、学校，两型生产、生活方
式逐步成为全体市民的自觉行动。近年
来，长沙推进村庄、机关、企业、家庭等12
个领域两型示范创建，1085 个单位成为
两型单位，200 个试点单位开展对标贯
标，环保意识在广大市民心中生根发芽，
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两型建设队伍中。

不负绿水青山，赢得金山银山

初冬时节，细雨绵绵，记者来到浏阳
市古港镇梅田湖村，只见青山含翠、碧水
迢迢。在松山屋场，记者看到，数台大巴停
在停车场，不远处，300 多名中学生正在
体验农耕文化，欢声笑语不时传来。

“我们利用两型宣教基地这块金字招
牌，结合资源优势和特色文化，发展生态
旅游农业，打造‘天天有惊喜、季季有景
点’的旅游新模式。”梅田湖村党总支书周
峰介绍，2019年，梅田湖村接待游客48万
人次，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超过50万元，村
民吃上生态饭。

在长沙南部的长株潭绿心保护地区，
天心区沿江村党总支书记唐忆用“翻天覆
地”一词描述村里面貌发生的变化。

唐忆介绍，以前该村有 8 家工厂，老
百姓口袋鼓了，环境却污染了。为了保护
绿心，工厂全部退出，转型发展蔬菜水果
种植和花卉产业，现在不少村民一年的收
入可达15万元左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长
沙出台了《绿心地区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办
法》《绿心生态补偿办法》等文件，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在两年时间内实现了567家
绿心地区工业企业全面关停退出，引导其
中239家企业易地搬迁和转型发展。

长沙：畅享两型美好生活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刘明政
李江辉）11月18日，江华瑶族自治县大路铺镇牛角湾村鑫
源农场蔬菜基地里，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村民们忙着采
摘一批菜心发往香港。鑫源农场负责人介绍，这批蔬菜今晚
运到深圳，打包后直接运往香港，明天早上就能上香港市民
的餐桌。农场每天向粤港澳地区输送新鲜蔬菜1.5万公斤以
上。

鑫源农场在江华多个村流转土地 2000 多亩，种植菜
心、芥蓝等时令蔬菜，供应粤港澳市场。

近年来，江华抢抓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机遇，流
转土地16.7万亩，建成现代农业产业基地27个，种植蔬菜、
食用菌、水果、茶叶，养殖生猪等。农产品出口成为该县稳外
贸的主要抓手。去年，全县共完成蔬菜出口（含代理出口）3.2
亿美元，位居全省前列。

目前，江华蔬菜种植面积已发展至15.08万亩，年产蔬
菜30多万吨。今年7月，江华成为广东以外地区唯一通过陆
路为香港直供蔬菜的试点县。该县蔬菜销售网络还延伸到
了欧盟、东盟、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今年前10月出口蔬
菜3.3亿美元，超过了去年蔬菜出口总量。

种菜种出好“钱”景
江华前10月出口蔬菜3.3亿美元

岳塘区：

国企办社会职能分离
移交工作蹚新路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彭婷 通讯员 陈静

初冬时间，记者走进湘潭市岳塘区霞光社
区五物霞光小区门球场，见居民三五成群，分批
锻炼，秩序井然。门球场志愿者方晓霞介绍，小
区是国企中石化西南石油局家属区，今年，乘着
国企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国企将家属区水、
电、气、物业、退休人员等管理职能从国企剥离，
转由社会专业单位实施管理）的东风，小区社会
事务移交社区管理。

“现在，我们既是门球场的使用者，又是管
理者，多了一份责任，也多了一份荣耀。”方晓霞
说，以前有企业兜底，公共设施大家只管用，存
在不够爱惜的情况。国企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
完成后，社区将门球场交给居民管理，什么时候
开放、如何使用等由大家定。经过近一年试行，
门球场管理已进入常态化。

这是岳塘区着力为企业减负、开展国企办
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工作的一个缩影。

岳塘区承担着全市75%的国企办社会职能
分离移交工作。过去，国企职工习惯了“被包
办”，让他们从“企业人”变成“社会人”，困难重
重。为此，该区直击“痛点”，企业、区政府部门、街
道、社区多方合力，上门入户展开宣传攻势——

“有企才有家”“企业好，职工才会真正好”……在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宣传解说下，企业职工渐
渐明白“企业包办一切将一去不复返”，大家都希
望企业卸下“包袱”、聚焦主业、做大做强。

在具体实践中，岳塘区以“一企一策”、搁
置争议、求同存异为原则，形成“成熟一家、移
交一家、接收一家”“成熟一项移交一项”的工
作思路，制定“框架协议—正式协议—补充协
议”三步走的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工作流
程，推动工作有序开展。现在，该区已与湘钢、
湘电等 15 家国企签订社区管理职能移交协
议，与46家国企签订《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移
交协议》。

据统计，46家企业分离移交社会职能后，每
年将累计为企业减负1.6亿元。截至目前，岳塘
区没有因分离移交工作引发企业职工上访事件，
交上了一份企业、职工、政府三方满意的答卷。

省会城南将再添主干道
11月24日，新建成的长沙市黄江大道（滨河路—东四线）已具备通车条件。该大道是长沙城南联系省府片区、高铁新城和空港新

区的交通主干道，道路总长约4.99公里，为双向六车道，通车后将进一步优化长沙高铁新城东片区交通条件，方便群众生活与出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祁阳县

苏仙区

望城区实现农村无害化
厕所普及目标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叶鑫）记者近日从长沙市望城区城管执法局获
悉，今年长沙市安排望城区农村改厕1.2万座，
截至目前，该区已完成无害化厕所改（新）建
1.21万座，全区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达95%
以上，在长沙市率先实现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
目标。

走进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村，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袁鑫正带领相关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进
行厕所改造验收，主要检查一级化粪池是否进
水通畅、二级化粪池是否密封到位、三级化粪池
出水是否清澈等。“原来粪池是敞开式的，又脏
又臭，蚊虫乱飞，现在整个化粪池干净整洁，舒
适多了。”村民文万桃说。

“经过三级化粪池厌氧发酵后留下的废水，
将通过污水管道，进入村里小型人工湿地或大
型净化池，经净化处理后再排出，不会污染环
境。”袁鑫介绍。

据了解，近年来，望城区深入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全区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5亿元，共清
除和改造农村旱厕2500余座，改（新）建无害化
卫生厕所7.5万余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