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娄底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
员 刘志军 丁杏芬）“通过邮寄方式申请立
案，从申请立案到诉前调解，再到调解协议
司法确认，全程网上完成，连法院都不用去，
案件就办好了。”11 月 26 日，娄底市涟源法
院诉前调委会接到从广西打来的电话，感谢
该院与司法部门通过诉前在线视频调解，解
决了他们的纠纷。

为更好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推进市域社
会治理，娄底市全力构建诉调对接机制，将人
民调解设置为民事案件的前置程序，并推动形

成调解工作合力，进一步完善大调解工作格
局，通过诉源治理和多元调解，有效开展矛盾
纠纷诉前化解，缩短案件办结时间。

娄底市出台加强诉调对接工作推进多
元解纷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等，完善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行专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
联动机制，在各基层法院设立诉前调委会或
调解工作室，在民事案件诉前、诉中阶段积
极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推进行业性专业性调
委会建设，在矛盾纠纷多发的交通、医疗等
行业领域建立调解组织，推动行专领域矛盾

纠纷化解；强化县级调解中心建设，在县级
司法局建设一站式、全链条矛盾纠纷化解实
体平台，为基层矛盾化解提供载体。

同时，推动智慧调解，为群众提供近在身
边的调解服务。依托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娄底
市打造“网络+实体”调解网络，开展在线调解，
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人民调解在线咨询、查询、
引导、受理、反馈。各县（市、区）司法局借助网
格微信群、网格员群，搭建县司法局、司法所、
村（社区）调委会三级联动协作网上平台，提高
信息流转效率，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目

前，娄底市共建立调解委员会2401个，发展人
民调解员10614人，实现人民调解组织市县乡
村四级全覆盖。

今年来，娄底市通过诉调对接化解矛盾
纠纷 7286 起，诉前调解案件占一审立案数
37.18%，民事案件诉讼数同比减少32.5%。

“诉调对接”化解矛盾纠纷
民事案件诉讼数同比减少32.5%

“这里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正通过智慧监管平台
监看后厨情况，请让员工戴上口罩，注意餐饮卫生。”12月1
日，双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该县餐饮监管指挥中
心，通过大屏幕一家家监看全县餐饮店的卫生及经营情况。

餐饮店点多、面广，曾一度面临卫生监管难题。今年7月
以来，双牌县创新餐饮卫生监管模式，通过开发运用“双牌县
智慧监管APP”，引入“五定”数据保真、食品安全风险行为智
能识别等先进技术，搭建起了全新的“互联网+智慧监管”平
台，将消费者、监管人员和餐企经营者智慧纳入实时动态监管
体系，实现24小时无死角“线上”监管监督。通过双牌县智慧
监管APP，市场监管人员可在指挥中心实时监看全县大小餐
饮企业运行现状。同时，消费者可在手机上安装此APP来查
看各餐企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食品安全等级公示、
员工健康证、主要食材来源及后厨的卫生安全状况等综合情
况，也可扫描店内二维码查看餐企相关信息和后厨直播。

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消费者的双向线上实时监管监督，共
同倒逼餐企业主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据悉，该智慧监管平台运行以来，通过“互联网+监管”云视频
直播查看10.7994万次，倒逼各餐饮店主动整改和不断完善
操作规范，先后整改问题 200 余个，完善各种规章制度 42
条。 （潘 芳 陈 虹 江南好）

双牌县：智慧监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停车的问题解决了，外墙砖脱落、部分墙面渗水、开裂
的问题正在解决，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适合居住了。”昨
日，说起小区的变化，宁乡市城郊街道东沩社区嘉诚花园业
主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嘉诚花园小区建设于2007年，近年来房屋外墙砖脱落
严重，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城郊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
指导下，针对居民反映较为强烈的小区设施不齐、环境脏
乱、物业纠纷等问题，嘉诚花园小区联合党支部组织召开了
民主协商对话会，通过党建“搭台”、群众“发声”、部门“发
力”，最终促使问题在“协商对话”中一一解决。

“此举不但破解了民意不畅、矛盾纠纷多、治理难的问
题，而且大大增强了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进一步密切了
干群关系。”城郊街道党工委书记高建阳说，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住宅小区由于相关物业服务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管理中日益凸显的矛盾纠纷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
隐患。城郊街道主动适应城市基层治理新形势、新变化，紧
扣城市基层党建新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小
区联合党支部的作用，强化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做到“人民
群众在哪里，党组织就在哪里；人民群众有需求，党组织就
有回应”，切实走好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张云开 黄 蕾 刘 帅）

宁乡市城郊街道：

党建引领共建和谐小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长沙湘江资产管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及垫付费用，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长沙湘江资产管
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

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2020
年2月29日（含）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
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行
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

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
证人、保证人的共同义务人、抵押人、出质
人及其承继人等。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人

湖南凯旋长潭西线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湖南达沃森建筑有限公司
湘潭市金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浏阳市和平出口烟花厂（普通合伙）
浏阳市荣琳花炮制造有限公司

合 计

担保人

湖南凯旋长潭西线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湖南美江工程有限
公司；常德市西洞庭泓利供水有
限公司；刘开勇、刘德、郭志义

张剑波、张江波
张庆凤、张修庆

刘山平、刘守荣、刘玉珍
张光荣、陈平波

债权本金（元）

302,503,933.54

36,883,541.38
3,800,201.94
3,250,000.00
2,788,263.03

349,225,939.89

债权利息（元）

56,358,460.90

11,682,721.82
3,928,893.91

459,712.55
313,012.30

72,742,801.48

垫付费用（元）

114,340.00

256,723.00
55,190.00
34,519.00
19,943.00

480,715.00

公告资产清单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与长沙湘江资产管理公司签订的

《资产买卖协议》（协议编号：湘资-A-
2020-04-00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公告资产清
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附
属权益，依法转让给长沙湘江资产管理
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

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长沙湘江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上述资

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
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长沙湘江资产管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权益文件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
人、保证人因各种原因发生包括但不限于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由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电话：
李先生 0731-89737001
贺先生18900707861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长沙湘江资产管理公司
2020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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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
讯员 杨雄春 余席富)近日，在蓝山县所城镇
高良头村便民服务中心，56岁的村民朱冬秀
5分钟就完成了养老保险费缴纳。以前得花
半天时间到镇上去办，现在如此顺利让她有
些不放心。工作人员笑着告诉她，这是全县
推行的“一门式”服务，就是要让群众在家门
口办成事、办好事。

今年来，蓝山县坚持党建引领，提升基

层治理效能，推进基层公共服务(一门式)全
覆盖。完成县、乡、村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建
设，将医疗、卫生、养老、就业等80项行政审
批事项下放至乡镇、村(社区)，实行“一门式”
办理、“一站式”服务、“一枚章审批”。破除

“部门壁垒”，压缩办理时限，整合公安、民
政、人社等25个部门的500多万条数据，实
现“一库查询”和办事“一键受理、一站办
结”。今年9月上旬，永州市在蓝山召开现场

推进会，推介蓝山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点创建
暨基层公共服务(一门式)全覆盖的做法与经
验。

蓝山县还创新打造“党务、政务、商务”
三务合一的综合服务平台，将产品购销、便
民取款、电力缴费、保险代办、车票代购、快
递邮寄等纳入“一门式”服务。由村干部、网
格员、农村辅警组成代办员，对群众申请事
项实行“抢单”办理，目前33项便民服务事项

实现不出村就可办理。
蓝山县委书记秦志军介绍，该县加快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力打造村民“15
分钟办事圈”。今年1月至11月中旬，全县已
受理各类“一门式”服务事项82539件、办结
78907件，通过“帮您办”APP平台为群众代
办业务 13186 件、办结率达 98%，基本实现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办事不出村”，增
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推进基层公共服务(一门式)全覆盖

打造村民“15分钟办事圈”蓝山

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它不仅能代替人工开展‘高空和受限空间作业’，还能
大幅提升通排风管道清洗效率。”11月30日，在长沙市芙蓉
区田亚劳模创新工作室，其负责人田亚捧起“亚欣升降式风
管清扫机器人”自豪地说。以长度100米、直径0.8米的工业
排风管为例，以前2名清洗工一天完成的工作，如今2个机
器人3小时内就能完成。田亚劳模创新工作室自成立以来，
已获国家专利15项。

据介绍，近年来，芙蓉区从79名市级及以上劳模中，遴
选出不同行业的8位劳模，设立劳模创新工作室，涵盖科技
创新、社区管理等多个方面。区总工会负责人说，如今8个
工作室比学赶超，正引领全区各行业掀起创新热潮。

“以前，公司部分挤压机安装固定挤压头，使用寿命
短。”欧阳金旺劳模创新工作室负责人说，工作室增用新
型分离剂改善其质量后，固定挤压头使用寿命由一周延
长为一月。近 5 年，技改创新已为企业节约成本 2000 余
万元。

通过定期开展“技能比武”“职工课堂”等特色活动，芙蓉
区各劳模创新工作室全力打造业务精、能力强的团队。欧阳
金旺劳模创新工作室今年开展“自助餐”授课500余课时，90
多人参与“导师带徒”培训。目前，团队5名成员被评为工程
师，其中2名为高级工程师。

以“头雁”带“雁阵”，集结高素质队伍，芙蓉区各劳模创
新工作室逐步显现“雁阵效应”。“全国示范性劳模和人才创
新工作室”——朝辉劳模创新工作室和社区联动，将“劳模
工作站”设在各小区，深入楼栋收集社情民意，开展“红袖章
行动计划”志愿服务，受到居民好评。殷蓉劳模创新工作室
牵头组建服务团队28个，专门为教育系统提供“菜单式服
务”，近年来下校服务近3000次。

芙蓉区“劳模工作室”
引领创新潮

“税力量”改善溆浦农村教育环境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通讯员 文

潘 记者 彭雅惠）“我们的学习环境和城
里学校一样好了。”近日，溆浦县桥江镇
中心小学学生郑惠文走进校园，见到教
室、操场、安全饮水设备、师生宿舍等硬
件设施全面修缮一新，顿时兴奋不已。桥
江镇中心小学的改变，是今年溆浦县改
善农村基础教育办学环境的一个缩影。

受疫情影响，今年溆浦县财政吃紧，
但在教育项目方面投资达 26323 万元，
同比增长 18.3%，县内多所中小学校办
学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为克服财政困难，以社会合力有效推
进农村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溆浦县广泛开
展教育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政策宣传，积
极组织两项费金收入，并将所得费金收入
100%入库县级财政，用于改善中小学教
育设施和办学条件和发展职业教育。

溆浦县税务局介绍，通过积极推进
征管转型，全县切实强化了教育附加和
地方教育附加费金的征管，2018年至今
年 10 月，累计入库费金 5649.24 万元，
成为改善全县中小学教育设施和办学条
件的资金保障“主力军”。

湖南日报 12 月 1 日讯（见习记者 杨永玲 通讯员
谢万波 盘林）11 月 28 日，“巅峰湖南·2020”六大名山
登山赛(道县站)圆满落幕，吸引线下 1000 余人和线上
2000 余名跑步、徒步爱好者参赛。道县以体育赛事为窗
口，展示境内秀美自然生态景观、厚重历史文化，助推全
域旅游发展。

这次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道县县委、县政府承办。延
续“巅峰湖南2020‘5G+AI’”的体育竞赛新模式，推出越野
登山组、徒步登山组、线上男子登山组、线上女子登山组、线
上亲子登山组等多个组别。最终，赵国虎、王加威、刘勤华获
越野登山组赛男子组前三名，伍玲、曹文琳、邓超群获女子
组前三名。

道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天明介绍，道县地处湘桂两大
旅游圈接合部，兼具小桂林山水之貌和江南鱼米水乡之韵，
还是宋代大思想家、理学鼻祖周敦颐，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及
近代革命家何宝珍的故乡，文化资源丰富。该县正积极探索

“赛事+景区”市场化运作新路子，加速体育健身与旅游休闲
融合，助推全县旅游高质量发展。

道县“赛事+景区”
助推全域旅游发展

送书画下乡 12月1日，洪江市老科协邀请知名书画家
来到毗邻的会同县漠滨侗族苗族乡，开展“书
画下乡”联谊活动。书画艺术家和书画爱好者
现场创作书画，免费赠送当地群众，丰富他们
的文化生活。

杨学祥 摄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2020年12月1日

第202028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795
0

2656

单注奖金（元）
1340
446
223

中奖金额（元）
1065300

0
592288

9 4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20年12月1日 第202012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77556587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5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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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何文

近日，益阳市资阳区黄家湖新区艺术园林
内，一簇簇木槿花姹紫嫣红，为单调的冬季带来
不少惊喜。

木槿花除了观赏，还可制成花茶、菜肴、点
心，甚至还能加工成护肤产品。艺术园林项目负
责人刘哲敏介绍，今年公司在资阳区种植了
200亩木槿花，预计每亩有近2万元收入，下一
步公司将扩大种植到1000亩。

一朵小花“开”出了一条脱贫致富产业链。在资
阳区，还有很多这样的“小花”，而每一朵迎风怒放
的扶贫之“花”，都离不开入村监督员的保驾护航。

近年来，资阳区纪委监委紧盯产业扶贫各环
节，聚焦资金和项目两个重点，委派30名干部担任
入村监督员，对扶贫产业进行一人一村定点服务，

对党员干部在产业扶贫工作中的履职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推动脱贫攻坚责任、政策和措施落实到位，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截至目前，全区实施产业扶贫发展项目
208个，带动2万多贫困人口增收。形成了茈湖
口镇稻虾套养，张家塞乡中药材种植、甜酒糍
粑，沙头镇丝瓜种植等品牌扶贫产业，涌现出了
明天农业等41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创建了稻
蛙米、稻虾米、洞庭幺妹菜等资阳特色品牌。资
阳区先后两次在脱贫攻坚年度省级成效考核中
获评“先进区县”，并于2019年在全省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一类单位。

脱贫摘帽只是新的起点，乡村振兴的号角
已经吹响。资阳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在损害群众利益问
题专项治理上持续发力。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段强 汪进

11月29日傍晚，临澧县停弦渡镇彭家河村
第二党小组组长邱银珍家里特别热闹。村党总
支书记王宇和党员、群众代表 20 多人，围坐堂
屋火炉旁开“屋场会”。

“你还不想流转？我巴不得还流转一点。”村
民彭镜炎性子急，率先发声，把大家逗乐了。去
年，彭镜炎把仅有的1.5亩地流转给合作社，发
展黄金西柚产业。

彭家河村有种植林果的历史。去年，村里成
立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发
展高档水果黄金西柚。这是常德市农科院研究
出来的新品种，受益后每亩年产值高达 2 万多
元。农户以土地入股，按纯利润 40%的比例分
红，预计每亩可分红4000元以上。

去年，全村发展黄金西柚300多亩，今年打算
扩大规模。有些村民不愿流转土地，怕有风险。村民
王本凤说，他家3亩橙子，树木开始老化，每亩年纯
收入不超过2000元，但还是舍不得毁掉。

“既要看眼前收益，也要把眼光放长远一

些。”带头流转土地的村民邱银珍劝道，“黄金西
柚是村里考察很久才决定引进的，由公司负责
育苗管理，采用高垄栽植、水肥一体技术，销售
也是他们负责。即使有风险，也是公司承担，除
了土地，大家没有其他投入……”

话未说完，村民胡吉林站起来说：“种西柚
收入强得多，自己也不用费神，我还想多流转几
亩地呢！”王本凤终于坐不住了，松口道：“等今
年橙子下了地，我也和村里签流转合同。”

“3年内，村里黄金西柚种植面积将发展到
3000 多亩，全面受益后年产值可达 6000 多万
元。我们一年一个台阶，今年新增1000亩。”王
宇信心满满。

近年来，停弦渡镇推行“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村党小组带头，推动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彭家河村、福船村等积极行
动，效果明显。

停弦渡镇党委书记邓春辉说，近3年，全镇
流转土地18600亩发展特色产业，引进农业企
业52家，新成立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28个，全
镇年新增收入3000多万元。

护航脱贫攻坚，这里繁花似“槿”

党小组带头 积极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