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常德市鼎城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鼎城
区玉霞街道公租房建设项目总承包（EPC）已具备公开招标
条件，招标人为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政府玉霞街道办事处，投
资额约为28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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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常德日报》、《湖
南日报》、常德市人民政府网。

鼎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站
2020年12月22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2020年11月7日在《湖南日报》公告了湖南中钢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湖南中钢投资有限公司，在公告期间湖南
中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和湖南中钢投资有限公司因重组的原
因注册资本发生了变化，现就上述两公司注册资本做补充更
正。2020年12月15日湖南中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由5000万元变更为7108万元，2020年12月16日湖南中钢
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700万元变更为4003.6万元，两公司
新增注册资本均已实缴到位，两个公司的股东未发生变化。吸
收合并后，湖南中钢投资有限公司注销，湖南中钢物资贸易有
限公司存续，存续后湖南中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1111.6万元。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湖南中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联系人：严女士
联系电话：0731-85012300
湖南中钢投资有限公司联系人：江女士
联系电话：0731-85012301

湖南中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2日

公司吸收合并补充更正公告 涟源市青山煤业有限公司下列职工（名
单附后）自2020年12月5日自动离职至今尚

未办理离岗体检，且无法联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请以下人员在本
公告见报后30日内来煤矿办理离岗体检，过期一切后果自负。

涟源市青山煤业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3日

公 告

陈光运 43250319630418****
顿绑良 43302419640619****
胡景于 43052719631015****
邱正中 43250319731109****
沈序银 43052719651230****
涂能文 43250319780223****
廖礼平 43250319630329****
廖资元 43250319630217****
刘丙连 43252219661212****
刘胜仪 43250319690303****
刘树生 43252219621117****
龙安成 43312319790917****
龙贵仙 43312319740513****
龙家收 43312319751015****
龙金留 43312319740528****
龙抿孙 43312319650912****
龙树标 43312319760815****

龙松金 43312319810610****
王端伏 43252219680718****
王和文 43252219681111****
吴少兵 43312319830601****
夏爱长 43250319620406****
夏爱平 43250319650423****
夏保长 43250319631216****
夏志才 43250319661103****
夏自建 43250319660808****
李朝勇 52222519670612****
谢海时 43252219660106****
谢和桂 43252219630217****
谢武群 43252219640413****
曾德家 43052719670120****
郑从宜 43052719651208****
周国泳 43252219660208****
周志文 4325031973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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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盘珂）“在乡镇卫生院就能请到县里
的中医给我看病，收费不变，成品中药直接
配送到家，非常方便。”12月17日，江华瑶族
自治县涛圩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朱大爷告
诉记者，今年8月县里建立了覆盖全县乡镇
卫生院的“互联网+中医（瑶医）”服务平台，
让大家就近享受到了优质中医医疗服务。

“互联网+中医（瑶医）”服务平台是依

托江华民族中医院建立的远程中医（瑶
医）平台，平台通过推行“乡初诊，县审方+
煎药配送”的中医药服务模式，实现全县
中药饮片快速周转与同质化管理，可以有
效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同
时，大力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加大中医药
人才技术培训；将中医药纳入城乡居民医
保，让群众用得起中医药，推动中医药可
持续发展。

“基层的中医诊疗技术过去相对较差，
用药量不高，药储存能力有限。2018年我们
卫生院采购了一批中医药饮片，大都生虫发
霉，直接损失1万多元。”涛圩镇中心卫生院
院长介绍，现在通过“互联网+中医（瑶医）”
服务平台，中药饮片的供应、储存、煎煮、配
送等环节层层严格把关，群众用药既便捷又
安全，乡镇卫生院的中医药业务量明显增
加。

为实施“互联网+中医（瑶医）”项目，江
华县委、县政府高位推动，强化人财物保障
机制，相关部门紧密配合，在各乡镇卫生院
逐步试点推广，实现了服务全覆盖。项目实
施后，真正实现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基
层治疗、上级审方配煎药”的互联网医疗服
务模式，实现全流程信息可视化和可追溯
化，让全县群众共享区域优质中医资源，受
到群众好评。

江华让患者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实现中医医疗全流程信息可视化和可追溯化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袁春华 林振林 黄建平）12 月 17
日，怀化市洪江古商城“湘乡会馆”建设工地
上，工人们正克服严寒天气，抢抓工期，加速
推进室内外装修。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湘乡
会馆”是洪江区在建的星级研学写生营地，
预计明年“五一”前对外开放，届时将大幅提
升洪江区接待研学旅游团队的能力。

洪江大力做活文旅融合“文章”，将洪商
文化、红色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饮食
文化等文化元素进一步挖掘、融合并鲜活

化，与学校课程有机结合。景区集结专业的
研发团队，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需求，采取

“洪商文化+体验传统项目”相结合的方式，
设置适合学生的主题和体验项目。让同学们
体验明清穿越的同时，积极参加“草龙编制”

“里仁为美”“角色扮演”“镖传四海”等手工
活动，寓教于乐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避
免了“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的现象。

早在 2015 年，洪江古商城便以举办海
峡两岸财商夏令营活动，试水研学旅行,并
先后投入4000余万元，精心打造独具商道

文化特质的研学基地。经过几年探索，财商
夏令营活动已成新的研学品牌，国台办海峡
两岸交流重点项目、湖南省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先后落户洪江古商城。同时,还培训了一
批专业研学老师，在国内率先开发设计了成
套的研学课程，使洪江古商城成为湖南省首
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自2018年
全面启动研学旅行市场以来，洪江古商城累
计接待研学旅行人数近20万人次。

今年 4 月，洪江区与北京世纪明德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研学旅行基地

战略合作协议。以洪江区为中心，联动周边
研学资源，协助打造相关研学课程，依托世
纪明德在全国的中小学资源渠道优势，共
同将洪江古商城打造成为国内“高端、精
品”研学营地。

湖南日报12月 22日讯（记者 欧阳倩
张咪 通讯员 何勇）长株潭一体化再次加
速。今天上午，长沙市雨花区“牵手”株洲市
石峰区、株洲经开区签署框架协议，共同打
造长株潭一体化样板区、高端服务业集聚
区、创新开放自贸协同示范区、宜居宜游休
闲度假区。

三地均位于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域，地
理位置毗邻，发展理念相通，建设互补性和
融合性较强。这是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
召开以后，首个落地的长株潭一体化合作
项目。三地将在重点产业协作融合、城际交
通便利互联、生态绿心保护发展、文旅康养
合作发展、乡村振兴统筹推进等领域开展
合作，构建沟通协调、合作共享、创新融合
机制。

该机制将发挥雨花区“一主一特”（新能
源汽车及零配件、智能工业型机器人及传感
器产业链）、石峰区轨道交通千亿产业集群、
株洲经开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的优势，
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纽带，促进智能制造
错位发展、相互补充，形成协同效应、聚集效
应和规模效应。

同时，加大绿心保护，在绿色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加大倾斜力，
并积极整合优质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文化创
意和健康服务业。此外，还将共同谋划环绿
心地区轨道线建设，打通两地通行瓶颈；构筑
互联互通的乡村道路网络，推进乡村道路“白
改黑”升级改造；开通雨花区至石峰区，以及
高铁南站—跳马石燕湖 —方特—九朗山城
际公交线路。未来，三地居民群众往来将更加
便利。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冯兵田 欧阳海希

“主要看一些养殖技能的书，想
多掌握点养殖技术，发展养殖业。”12
月 21 日，双峰县图书馆洪山殿镇分
馆阅读区，村民史思琴正认真翻阅书
籍。自分馆开馆以来，她一有时间就
来这里阅读。

2018年，双峰县启动文化馆、图
书馆总分馆制改革，依托县文化馆、图
书馆总馆，在16个乡镇建立分馆。洪
山殿镇分馆毗邻洪联小学，辐射大旗
村、金桥村等多个村，为附近万余名群
众打造了一处读书、学习、交流的温馨
空间。该馆建筑面积达520平方米，功
能齐全，一楼是宽敞明亮的阅读区和
培训室，二楼设有创作室、电子阅览
室、娱乐室、村村响办公室等。

2017年以来，双峰县还筹资3亿多
元建设三级公共文化设施。在全县524
个村（社区）建成拥有简易戏台、文化广

场、健身器材、文化长廊、阅览室等的村级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形成县有文化馆图书馆总馆、乡镇（街道）有综
合文化站和文化馆图书馆分馆、村（社区）有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的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格。

近年来，双峰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着力构建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
步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前不久，双峰县九峰演艺公司“送戏下乡”活动
走进该县走马街镇机关老院。舞台上，歌舞、小品、花
鼓戏、乐器演奏、太极拳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
舞台下，法治宣传不停歇，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安全
生产、禁毒等宣传标语挂满活动现场。

依托越来越完善的硬件设施，双峰县各类文体
活动蓬勃开展：书画摄影作品竞赛、农民春晚、网络
春晚、乡村文化艺术节、油菜花文化旅游节等，成为
常态化文化品牌活动。各乡镇还成立了新时代文艺
宣传队，依托村级文化服务中心，每年开展巡演100
余场次，形成“一乡一特色、一村一亮点”文化品牌。

各类文化活动，激活了农村的文艺热情。梓门桥镇
长来村已连续举办8届“村级春晚”，全方位展现了长来
百姓的乡情、乡韵与乡趣。“农村春晚”成为长来村的文
化金名片，满足了群众多元文化的需求，促进了乡风文
明，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新村”。

“这些活动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今，
村里喝酒打牌的人少了，读书健身的人多了，村民
和镇村干部的心贴得越来越近。”石林村党支部书
记王伟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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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聂沛
通讯员 刘平衡 马志远

12月22日上午，记者来到衡阳市蒸
湘区呆鹰岭镇同溪村西田组村民何助爱
家。一栋农家小院映入记者的眼帘，房前
的水泥坪宽敞整洁，院里的小花圃，波斯
菊开得鲜艳。屋后是一畦小菜园，厕所是
独立于住宅的独座建筑。

女主人何助爱手持扫把，正在打扫
庭院卫生，她看见客人来访，忙着招呼记
者进屋，端茶倒水。趁着空当，记者来到
位于一楼西头的卫生间方便。这个卫生
间是一个水冲式蹲便厕所，面积在4 平
方米左右，闻不到一丝异味。

“一年前，我家的厕所不是现在这个
样子。”何助爱说，那时，家里只有一个
旱厕，上个厕所很不方便。去年9月，村
里为了完成旱厕改水厕的“三清四化”任
务，把她家的旱厕拆除了。“那段时间，上
个厕所都成了难题。”

小厕所，大民生。“区里对民生实事非常
关心，去年11月下旬，村里派了专业施工队

为她家进行厕所无害化改造。花了3天时间
改造成了一个新厕所。”何助爱告诉记者，这
个新厕所，国家以奖代补花了3000多元。现
在村民上趟厕所，很舒心舒畅。

据同溪村党总支负责人介绍，目前，
该村共有村民795户3186人。3年前，村
里还有不少的旱厕，没有进行无害化改
造。“那时，同溪村正在搞人居环境整治，
把旱厕作为整治的重点。村里在新建厕
所化粪池未到位的情况下，拆了一些村
民的旱厕，致使村民如厕难。”

人有三急，上厕所是个大事。去年11
月上旬，同溪村几个村民就把何助爱家旱
厕被拆除的事，向区里反映。随即，蒸湘区
委、区政府把这个问题线索交办区纪委监
委要求严肃追责问责、严格落实整改。

“群众的如厕不是个小事，涉及到群
众的切身利益。”区委常委、纪委书记贺
畅说，改厕使用的是专项资金，改厕工作
中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纪委决不心慈手
软。很快，纪委对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
呆鹰岭镇环保站负责人、同溪村村主任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责令限期整改。

痛定思痛。去年11月下旬，蒸湘区启
动了“一拆二改三清四化”行动，对全区的
农村户用厕所进行无害化改造。同溪村共
投入改厕资金100多万元，用于购买化粪
池、管道、水泥、河沙等建材，村里聘请了
专业施工队对农村户厕进行无害化改造。
截至今年12月中旬，该村已完成了428座
无害化厕所的改造，惠及村民2000多人。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蒸湘区委
书记周法清说，目前，该区共有农业人口
6.49万人。其中，今年需要完成改厕3700
户。为此，该区加大了农村无害化厕所的改
造力度，由区委、区政府牵头，区农业农村、
住建、卫健等职能部门深入15个行政村
316个村民小组，逐户核查厕所的类型，确
定改造对象。按照无害、清洁、实用的标准，
对农村户用厕所进行无害化改造。

据了解，截至今年12月中旬，蒸湘区
共投入改厕专项资金1312万元,已完成
农村无害化厕所改造5249户，全区农村
户厕无害化率达91.3%。今年11月，省政
府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验收小组对该
区厕所无害化改造给予了充分肯定。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肖军 卢嘉俊 通讯员 魏鑫）
“问题解决很及时，我很满意。”12月21日，家住芷江侗族自治
县芷江镇四方园村村民江贤庆心里十分畅快。他通过网上信访
平台反映“有施工队私自在其土地上挖沟埋排污管”的问题，经
调查核实，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施工方将江贤庆土地范围内的埋
设的PVC排水管进行挖出，并恢复土地原貌。从上网反映问题
到事情圆满解决，时间不到一个月。

今年 2 月，怀化市制定加强疫情防控期间网上信访工作
的八条措施，将工作力量和工作重心向网上投诉和办信工作
转移，积极引导群众通过网上信访反映诉求，并明确要求县市
区信访局网信专职工作人员不得少于 2 名，着力提高办理效
率和服务水平。在8条措施实施以来，该市加快提速网上信访
事项办理，网上信访件办理时限缩短50%，确保涉及疫情防控
的在24小时内办理完毕，并做到100%回访，发挥了便捷高效
的特点。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打开天窗说亮话。目前，日益完善
的网上信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网上信访渠道反映问
题，网上信访社会参与度大幅攀升。截至11月底，怀化市信访
部门已受理办理网上信访案件3335件，大量信访问题通过网
上集中办理得到合理解决。“网上信访工作的生命力，关键在于
解决群众难题。”怀化市信访局负责人说，目前，全市信访件受
理中，网信占比 63.6%，同比上升 10.6 个百分点，按期办结率
100%，群众满意率达97.8%。

12月22日，衡山县福田铺乡石东村扶贫车间，村民在晾晒红薯粉条。该村
今年利用闲置坡地推广种植红薯800多亩，50余户贫困户参与种植和务工。红
薯产业给村集体带来收入近8万元，贫困户户均增收3000元，务工人员人均增
收1万元以上。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袁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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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就能打开天窗说亮话

怀化市网上信访工作
跑出“加速度”

乡村振兴纪实 “上个厕所好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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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通讯员 刘俊
凯 记者 杨军）“听说嫂子最近调到市里
工作，恭喜恭喜。”12月18日，益阳市公安
局赫山分局督查大队民警纷纷向同事刘
利明道喜。刘利明是赫山公安分局督查大
队大队长，结婚14年，爱人在100多公里
外的南县工作，一直两地分居。如今，他与
其他34名市直机关普通干部一道，圆了多
年的夫妻“团圆梦”。

为进一步激励一线基层干部干事创
业，及时回应干部关切，益阳市今年创造
性开展市直科级及以下两地分居干部配
偶随调安置工作。市委组织部按市直单位
科级及以下干部配偶随调安置办法，坚持
公开公正、正向激励原则，以干事创业、担
当作为为导向，采取量化打分、综合评价、
统筹安置的办法，将市直机关35名实绩突
出、表现优秀、长期工作在一线的科级及
以下干部的配偶，对口随调安排到中心城
区工作。

据了解，近年来，益阳市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精神，出台激励干
部干事创业的若干意见，使广大干部在政
治上有“奔头”、工作上有“干头”、生活上
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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