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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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宁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沩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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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38S243010038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47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11月1日
住所：宁乡市城郊街道东沩北路78号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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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八角亭
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43010101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38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12月30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解放西路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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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雍景园
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43010098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35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7月2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湘湖路
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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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湘府十
城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43010099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36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7月14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新兴路

159 号云冷冷链产业园 1 号厂房、2 号厂
房一层1196、1197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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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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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冯玲 熊冰俏

不久前，作为全省最大规模公租房项目，
长沙经开区产业员工生活配套园公租房项目
一期完工建成，1700 套房可解决 7000 人的
住房问题。

走进该公租房项目所在小区，一栋栋崭
新的楼房整齐排列着，楼房内明亮通风,格局
合理有序。家具家电一应俱全，水、电、网络
等线路已经铺排到位。这是长沙县夯实住房
安全保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长沙县多措并举做好住房保障
工作，使困难群众实现从“忧居”到“安居”。

安置小区蝶变为美丽城中花园

11 月底，长沙县星沙老城区 6 区内部道
路沥青铺设完成，标志着该县旧城棚户区改
造工程正式完工。

行走在星沙老城区4区，目之所及，黄墙
黛瓦、绿树红叶，崭新平整的黑色沥青路面很
是整洁，醒目的白色停车线内，小车停放整齐
有序。

“1至6区，全部改造后，感觉完全变了一
个样，老楼变洋房，小区变花园，以前搬出去

的邻居好些又搬了回来。”居民周再双说。
而在 3 年前，这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模

样。“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老旧社区，路面因
年久失修，到处坑洼不平，雨天踩在地砖上，
泥水溅得老高，空中到处是‘蜘蛛网’，各种管
线密布，加之车辆乱停乱放，小区内通行非常
拥堵，很多老邻居不堪忍受都搬了出去。”周
再双说。

“长沙县旧城棚户区建于上世纪 90 年
代，很多都是自建和代建，由于标准不一，且
管理不到位，存在很多隐患问题。”长沙县住
建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洪说，为彻底改变旧城
棚户区的面貌，长沙县委、县政府决策成立旧
城棚户区改造指挥部，2015年7月，旧城改造
试点工程启动，当年，就完成了星沙老城3区
试点改造房屋 8 栋。改造后效果明显，得到
了上级政府和居民的认可，为全面推进旧城
棚户区（1至6区）改造积累了经验。

2016 年，长沙县旧城棚户区（1 至 6 区）
改造项目全面启动，项目总投资8.728亿元，
涉及 1 至 6 区共 432 栋约 6000 户居民，总改
造面积 153 万平方米，是长沙市改造面积最
大、投资最多的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

经过4年多的努力，20多年的老城区就
此温情蜕变。如今，一个功能齐全、环境美

洁、设施完善的现代街区完美呈现，6000 户
安置户的幸福在家门口升了级。

实现中低收入百姓安居梦

圆安居梦，暖百姓心，解决群众安居问题
特别是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问题，一
直是长沙县委、县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之
一。该县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在严格落
实长沙市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同时，加大公租
房建设，加快培育和发展租赁市场，建成全省
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住房保障体系。

长沙县住建局首次采用 PPP 模式建设
“全省示范、国内一流”的公租房项目，可让3
万名不同层级的产业员工“入职即入住”。同
时，在产业聚集区域内指导企业新建或改造
长租房8000余套，按人才居住标准差异化装
修建设，让近4万名不同层级的产业员工“进
得来、住得下、留得住”。

“困难群众住有所居，城市发展更有温
度。”长沙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范燎亮介
绍，目前，全县已建成交付使用公租房13326
套，配租约12140套，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外
来务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等群体的4.5万余
名市民实现从“忧居”到“安居”。

“房间内空调、冰箱、洗衣机配套齐全，拎
包就能入住，附近商场只需步行5分钟，楼下
就是公交站……”刚从西安石油大学毕业来
长沙县工作的王亚兰，住进了新租赁的红璞
公寓蓝山郡店，感觉非常不错。

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建立购租并举
的住房制度，是实现住有所居的重大民生工
程。通过抢占政策红利、盘活闲置资源、服
务项目建设、打造示范精品 4 种举措，长沙
县抢抓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机遇，支持蓝山
郡项目开发商将已建闲置的 483 套住房委
托世联红璞集中运营管理，面向新创业人群
配租，在规范住房租赁行为、稳定租赁关系
和租金水平、提升租房品质等方面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自2008年起至今，长沙县共有公共租赁
住房项目53个，投入19亿元，总建筑面积达
71万平方米，让数万困难群众实现了安居梦，
幸福感持续攀升。

老楼变洋房，小区变花园，兴建公租房——

长沙县助困难群众从“忧居”到“安居”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通讯员 王亮
万鹏 彭毅庭）12 月 10 日，汉寿县公安局向
社会通报，今年来，该局严抓教育整顿，全面
推进民警履职履责责任制，全方位提升民警
综合素质，截至目前，该局未发生一起民警
违纪违法事件。

汉寿县公安局强化理论学习，组织全体
党员干部上廉政课、观看《警钟》《铁纪强警》
等警示片。定期将整顿学习教育情况进行
梳理，进行自查自纠。全面夯实民警作风建
设，坚持学以致用，先后组织开展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整治、行政执法执罚办案公开等系
列行动，加强对网上各类警情的监测分析、
预警发布，有力推进扫黑除恶工作深入开
展，先后破获省督毒品目标案、砸车窗玻璃
盗窃系列案件、非法买卖危险物质案等案
件，社会反响良好，队伍形象进一步提升。

今年是汉寿公安局为民解难综合服务
质量提升年，该局一方面坚持素质强警，提
升业务技能，另一方面坚持从严治警，提升
队伍形象。今年来，该局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持续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暨纪律作风建
设，民警队伍作风持续好转，队伍形象明显
提升。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杨
清）12月4日，株洲市与江西省萍乡市、宜春市签订政务
服务“跨省通办”合作协议。今后，3市间80个高频服务
事项可就近办理，再也不用跨省来回跑。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的有关部署，提升企业及群众跨省办事便利度，株
洲、萍乡、宜春3市经多次商讨，达成“跨省通办”合作协
议。此次合作的内容包括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养老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职业资格证书核验、学历公证、驾驶证公
证等80个高频事项。年底前，3市通过线下开设“跨省
通办”专窗和线上开设“跨省通办”专栏的形式，实现企
业和老百姓异地“跨省通办、一次办成”。株洲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局长郝建东表示，株洲市将进一步畅通渠道、
建立标准，尽快与更多省市实现“跨省通办”。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郑智
慧 伍孝雄)12月7日，屋后鸡鸣声声，祁阳县观音滩镇和
平村57岁的贫困户张志生满心高兴。张志生曾因患病致
贫。2018年以来，在签约家庭医生的治疗下，他身体逐渐
好转，有了劳动能力后养殖走地鸡，去年纯收入4万多元。

近年，祁阳县针对部分群众因病致贫的实际，坚持
“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加大健康扶贫力度，与全县
81984名贫困人口签订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明确
由乡镇卫生院医生和村医，定期上门体检，提供规定的
免费药物，实现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 100%。
同时，该县纪委监委驻卫健局纪检组强化对签约服务医
护人员的监督考核，把评价权交给贫困人口，考评结果
与医护人员的待遇直接挂钩，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
到目前，全县 47304 名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在签约医
护人员的服务下，身体状况明显好转，主动发展力所能
及的产业，实现稳定脱贫。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谌杰)12月6日，洪江市茅渡乡颜容村
脱贫户杨莲英家中13岁的孙女夏美琴，坐在
院子里聚精会神地翻阅参考书。夏美琴是
洪江市第六中学的一名初中生，和年迈的奶
奶相依为命，学习刻苦的她有个“微心愿”：
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参考书、课外书。

村妇联主席杨美琪了解到夏美琴的微
心愿后，上报妇联组织。怀化市妇联发布了
这一信息。市交通运输局认领后，组织党员
干部、女干部代表，为夏美琴送去各类学习
书籍近60本,以及局机关全体党员的爱心捐
款1750元，圆了夏美琴同学的梦。

今年以来，怀化市妇联聚焦最困难的群
体、最需要解决的难题，把贫困妇女、残疾妇
女、留守妇女，困难儿童、留守儿童、孤寡老
人等特困群体作为帮扶重点，在全市广泛开
展“点亮微心愿·巾帼圆梦行”活动。该市各
级妇联执委、机关企事业单位女干部职工、
巾帼志愿者、三八红旗集体、巾帼文明岗、巾
帼脱贫示范基地及各类爱心人士，积极认领
群众心愿，广泛开展结对帮扶。

点亮“微心愿”，传递“大温暖”。截至目
前，该市共为困难群众圆梦5825个，并提供
物资和资金帮扶共计600余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晓宇 李赐甫 谢展南

“老袁，嗯要早点搞好防寒准备才要
得！”12月8日，双峰县井字镇增峰村火龙果
基地，娄底市财政局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第一书记谢建文，操着半生不熟的“井字
话”，与村干部一起商量护苗过冬问题，准备
利用冬季闲暇时间把基地再扩一扩。

“以往的增峰村可不是这样，那时‘人下
田牛上墈，蓑衣斗笠盖半丘；三个亲兄弟，六
个单身汉’。要不是工作队驻村帮扶，哪有
今天呀！”村委会主任袁正宋说。

增峰村由前程、增峰两村合并而成，属省
级贫困村。全村401户1395人，其中贫困户
93户270人，如今已整体退出贫困村序列。

多年来，增峰村只有一条3米宽的水泥

路，特别是金狮、和平、密竹等组还是砂石
路。村民赶圩只能骑摩托，年长的靠双腿走
2 个小时才能赶到圩场，天未亮就得动身。
交通不便，村民家中的农产品难以变现。

2018年，娄底市财政局选派工作队驻村
帮扶。驻村工作队争取单位支持，筹措资金，
把进村大埠桥加固、加宽；对村道提质改造，
拓宽、改直主干道3公里，新修并硬化组级公
路18公里，实现水泥公路组组通。对村民自
费硬化进户公路的按每米100元进行奖补。
目前，村里通户道路基本拉通水泥路。

“要打造产业，变‘输血’为‘造血’，鼓励
贫困户自强自立，不等不靠。”谢建文说。

工作队筹资50多万元，流转土地12亩，
种植 1690 株火龙果。火龙果今年挂果，不
仅增加集体收入，还为当地 60 多名村民提
供就业机会。

工作队还采取以奖代补措施，对贫困户
养鸡鸭、养羊、养猪、养牛的分别按每只 10
元、200 元、300 元、1000 元的标准进行奖
励，对非贫困户按标准的50%奖励。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工作队倡议贫
困户自强自立、感恩奋进，表彰奖励一批致
富带头人、好媳妇、好婆婆、文明家庭。

身患疾病的左伏生是自立自强的代表，
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喂养11头猪、2头牛，承
包10多亩水田。他笑着说：“干部们经常来
家里问情况，有需要随时解决。现在，我已
经脱贫了！”

工作队驻村两年来，带领村民完善基础设
施、发展产业、解决实际困难，成为村民的亲
人。如今的增峰村，迎来了发展的艳阳天。“我
们希望工作队能继续留下来，舍不得他们呀。”
在贫困户家中，听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株洲与萍乡、宜春
签订合作协议

3市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祁阳开展健康扶贫服务

汉寿县公安局：

严抓教育整顿
锻造公安铁军

12 月 10 日，洞口
县高沙镇日处理15000
吨的污水处理厂正在有
序运行。近年，该县注
重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
理，不断加大农村乡镇
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
设，筑牢水生态防护屏
障，农村生活污水造成
的脏乱差环境得到有效
改善。 滕治中 摄

治理农村
生活污水

增峰村：扶出一片艳阳天

点亮“微心愿”
传递“大温暖”

怀化为困难群众圆梦5825个

湖南日报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李勇辉 李社庆

12月9日，邵东市两市塘街道办事处云
山村，青山绿水相映，民居错落有致。村民
张优民正在自家门口的菜地里施肥，竹篱笆
围着的一块菜地，白菜、萝卜、花菜绿油油，
很是喜人，一旁的篱笆栏内还圈养着 30 余
只鸡鸭。

“过去，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篱笆小
院。”张优民欣喜地分享生活的变化，“现在
全村又搭起了篱笆栏，鸡鸭不乱跑，村里美
观干净了，也有以前的韵味了。”

在云山村，每家每户的门前屋后，都有
竹篱笆围成的菜地、鸡舍。“今年，村里累计
安装9000余米竹篱笆。”该村党支部书记彭
建祥介绍，该村先后投资 200 余万元，建设
污水生物净化池、改造古江小溪等；建成垃
圾集中分拣站，在各村民聚居点配套建设26
个垃圾亭，垃圾分类工作稳步推进；水冲式
厕所基本实现全覆盖。

云山村的变化，是两市塘街道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美丽乡村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两市塘街道在推进垃圾分类、厕所革
命的同时，以家庭为主体、以庭院为载体，开
展“最美庭院”评选、“洁净美家庭”流动小红

旗等活动，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今年5月以来，该街道开展“篱笆小院行

动”，发动群众清理房前屋后卫生，取缔影响
村容村貌的彩条围布行为，规范农村地区鸡
鸭圈养。目前，该街道筹集资金 130 余万
元，对11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的1600个农
家小院和果园菜地安装4.5万米竹篱笆。

用留住乡愁的方式打造美丽乡村。在
永旺村，一幢4户村民合力建设的中式四合
院，成为当地民居的“样板”。“我们虽然都已
在城里安家，但回乡集资建房，采用正脊屋
顶、榫卯等传统工艺，只为保留一份乡愁。”
房屋主人之一的彭学武说。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向欣）12月10日上午，湖南省张
家界市与河南省鹤壁市以诗歌为媒，就
文化旅游进行对话。会上，两地文化旅
游部门分别进行了旅游推介，并签署文
化旅游战略合作协议。

张家界是一座新兴的旅游城市，拥
有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

界地质公园、世界“张家界地貌”命名地、
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中国首批5A
级风景名胜区、全国文明风景名胜区等6
张“金色名片”,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
旅游新城。

鹤壁市位于河南省北部，自古有
“黎阳收，顾九州”的美誉，其境内的淇
河，是中国诗歌的发源地，《诗经》中有

39 首描写淇河。现在的鹤壁，以融入
黄河文化、打造淇河文化品牌为主线，
加快文化旅游资源向文化旅游产品转
变，加快单一观光经济向复合休闲度
假体验经济转型，已经是一座集生态
文化旅游于一体的宜居宜业宜游城
市。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利用张
家界的绝版山水资源和鹤壁的厚重历史
文化资源，以期实现资源互补、产品互
推、客源互送、信息互通、广告互推、合作
共赢，共同打造“最美诗歌对话最美山
水”的旅游品牌。

美丽乡村忆乡愁

张家界牵手鹤壁
共同打造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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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见习记者 马如兰 记者 徐
亚平）“在户外使用音响器材造成噪声污染的，由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的罚款。”这是《岳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该《条例》于本月正式施行，这是岳
阳市第一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条例》共6章43条，包括总则、鼓励与倡导、规范与
遵守、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附则等，旨在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公民文明素养，推动社
会文明进步，助力岳阳大城市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条例》不仅设置鼓励行为和倡导行为，还明确规定
禁止的不文明行为及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并将《岳阳
市民文明公约》和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文明餐
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禁止车窗抛
物、禁止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等内容融入法规。岳阳市文
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规定将岳阳在深化全国文明
城市建设中的好做法、好经验，上升到了法规层面。

岳阳实施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