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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德市鼎城区政府采购部门审核，城乡环卫一体
化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常德市鼎城区环境卫
生服务中心，投资额约42802800元，现予以公告。具体
详情请关注常德市政府采购网 http://changde.ccgp-
hunan.gov.cn 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
changde.gov.cn。

湖南创迪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4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想不到第二天我就拿到老板欠的工资了，谢谢唐局
长！”近日，永州市零陵区石山脚街道藕塘村2组村民唐明
华将一面写有“心系百姓、为民解忧”的锦旗送到了零陵区
信访局。

近年来，零陵区深入推进“人民满意窗口”建设，压实首
接首办责任，对群众来访事项简化程序、快捷办理，努力让
群众“最多访一次”。各级干部主动到群众中走访，面对面
了解群众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能就地解决的当场解
决；不能就地解决的，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帮群众解决。加大
督查督办力度，认真开展回访工作，每周会商汇总一次。坚
持问题导向，努力提高信访事项一次性化解率，防止矛盾上
交。全区初信初访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结率、处理到位率均
达到100%，群众满意率85%以上。

(唐国华 张兴国)

永州市零陵区:
“最多访一次”得民心

湖南首届“新时代创新型学校、新时代教育创新人物”
宣传表彰活动开展以来，通过组织推荐或自荐，共有100多
家学校及个人申报参评。经过资格审查、初评和专家评审，
共评选出“湖南省新时代创新型学校”26所，“湖南省新时代
教育创新人物”27名 ，现予以公示（排名不分先后）。

湖南省创新型湖南建设宣传展示活动组委会
2020年12月

湖南省新时代创新型学校
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株洲铁航卫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长沙市湖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 湘钢一中 长沙县实验中学
长沙市怡雅中学 娄底一中 怀化溆浦楚才高级中学
道县五中 怀化市湖天中学 永州市高峰学校 道县墩颐学校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常德市武陵源区第一小学
道县寿雁镇第一小学 浏阳市贝乐幼儿园 怀化市洪江区中
山路小学 长沙宁乡市流沙镇合兴小学 郴州市白鹿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湖南金色卡通教育集团 湖南先见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 湖南华辉竞才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时代教育创新人物
王 敏 朱明霞 凌丽萍 陈洪翠 丁素萍 陈快元
刘 嵘 周庄士 陈高海 胡韦军 彭朝晖 何青春
娄星明 肖文亮 王 良 凌志华 曹丽英 邓炳国
高吉品 谢 英 姚富忠 王贯义 王明强 曾仕萍
王长斌 全 孟 张胜利

湖南首届“新时代创新型学校、新时代教育创新人物”

公 示

2020 年 11月 13日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依法对“捷
事达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诈骗案”立案调查。

为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投资受损户的合法权
益，现就投资者申报事宜告知如下：

1．申报登记时间：登报之日起30日内
2．申报登记地点：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侦大队
3．申报登记对象：捷事达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诈骗案受害人
4．申报提交资料：申报时应提交或邮寄受害人自述表、

有效身份证复印件、相关银行流水及投资协议、收据复印件等
相关资料。

5．联系人：王警官、熊警官 联系方式：13786137110，
0731-88908700 邮寄地址：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侦
大队511室（长沙市高新区谷苑路260号）

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2020年12月25日

捷事达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诈骗案受害人

申报登记公告

垃圾分类既是一种新时尚，也是一种文明。自永州全市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以来，永州市零陵区委、区政府把城区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狠抓落实、力促成效。

早在今年8月份，刚组建不到一个月的区环卫园林中心
就精心谋划、实地调研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和试点举
措。把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采购作为重要突破口，在区财政十
分紧张的情况下，勇于突破常规思维，把能省的费用省下来，
把需要市场运作的费用降到最少的标准。目前 ，区财政投
入采购的 1052.37万元垃圾分类设施设备已基本到位，为全
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全面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营造浓厚的垃圾分类宣传氛围，零陵区不仅在城区主次
街道和公共机构内400块LED电子屏、15块大型户外商业电子
屏投放了公益广告，还在进城口和三座大桥投放了4块户外大型
T字广告牌全天滚动播放“垃圾分类”知识，将300多个太阳能
果皮箱广告位、70座公交站点广告位安装了精美的宣传画报。

该区以手把手教、面对面讲的方法开展垃圾分类进小
区、进学校等活动。在校门口、广场等地通过宣讲、悬挂宣传
条幅、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垃圾分类知识、摆放生活垃圾分类
知识展板、安置四类垃圾收集容器（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
毒垃圾、其他垃圾），向市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据零陵区垃圾分类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区
208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朝阳街道垃圾分类工作已全面进
入垃圾分类实施阶段。 （唐定忠）

垃圾分类促文明 真抓实干出成效

经临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事务中心审核，临澧县宋
玉楚文化展览馆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已经具备公开招标条
件，招标人为湖南中郡文旅有限公司，投资额为8000万元，
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http://
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ggzy.changde.gov.cn）。

临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事务中心
2020年12月25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湖南塔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户

申报登记公告
2020 年 3月 3日，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依法对湖南

塔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罗成军、颜志亮等人以“颜志亮、罗
成军等人涉嫌集资诈骗案”立案调查。

为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投资受损户的合法权
益，现就投资者申报事宜告知如下：

1．申报登记时间：登报之日起30日内
2．申报登记地点：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侦大队
3．申报登记对象：湖南塔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户
4．申报提交资料：申报时应提交或邮寄受害人自述表、

有效身份证复印件、相关银行流水及投资协议、收据复印件等
相关资料。

5．联系人：王警官、熊警官 联系方式：13786137110，
0731-88908700 邮寄地址：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侦
大队511室（长沙市高新区谷苑路260号）

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2020年12月25日

本项目位于岳麓区。共15栋住宅楼，设计住宅总户数
约 1568 户；另有 4 栋商业楼，1 层地下室。总建筑面积约
28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 153717.42 平方米，商业面积
66117.42平方米，地下车库面积51122.61平方米。

一、服务期：暂定两年。
二、招标范围：对范围内的 19栋建筑物及地下车库进

行前期物业服务管理等。
三、招标文件购买：有意参加投标者于 2020 年 12 月

25日至29日9：00～17：00（北京时间）到长沙市岳麓区金
麓国际 5 栋 10 楼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凭以下资料
购买招标文件：法人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或委
托人持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依法缴
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证明、诚信等级备案证明（按照长沙
市住建局要求定期完成了长沙市物业服务企业诚信等级
备案申报）。所有资料验原件留复印件三套加盖公章。招
标文件400元/套，售后不退。

四、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长沙市岳麓新城保障房屋建设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电话：0731-88889605

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5日

惟盛园小区前期物业服务采购

株洲市开展交通顽瘴痼疾整治行
动以来，全市各地各相关部门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全力以赴护安全、控风
险、守底线、补短板，扎实推进整治工
作，全市交通安全形势稳中向好。近
日，该市交通顽瘴痼疾整治行动领导
小组亮出成绩单：自整治行动开展以
来，全市未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和一
次死亡 5 人以上较大交通事故，人民
群众出行安全感、满意度显著提升。

自开展整治行动以来，挂株洲牌照
的“两客”车辆全部安装主动安全防范终
端，更新升级了重点车辆动态监控网络
传输技术，800公里以上超长途班线客
车全部淘汰。截至目前，全市共查获“两
客一危”车辆疲劳驾驶违法行为3起。

株洲市交通运输部门与公安交警
加强联合执法，深化超限超载治理工
作，共查获超限超载违法行为 5272
起，完成建设不停车超限检测系统15
处，全部接入交警监控平台。

株洲市整治办常务副主任、市公
安局副局长傅晓峰介绍：“交通运输部
门和公安交警严格落实‘一超四究’制
度，依法从严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运输
车辆、驾驶人（从业人员）、车属企业及
货物单位，省整治办交办的 163 台货
运车辆、132名驾驶员完成排查，42台
车辆吊销道路运输证，4名驾驶员撤销
从业资格证。”

同时，市交通运输局和高警局株洲
支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共整治营转非大

客车、农村面包车、商务车非法营运587
起，整治非法车辆从事旅游运输24起。

此外，株洲市公安交警部门实行
电动自行车（含超标车）牌照管理，上
牌率达99.99%，1502台校车全部取得
标志标牌，929所学校全部建立发车前
查验工作制度。同时，强化执法打击
力度，截至目前，全市共查获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 176.11 万起，起到了很好的
震慑作用。

目前，全省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
中整治行动还将继续开展一年。接
下来，株洲市整治办将开展全覆盖的
检查验收工作，全面清零未整治到位
的风险隐患，聚焦超载超限、马路市
场、风险路段、“两客一危”、电动自行
车等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的重点、
难点领域。 (戴 鹏 付 强)

株洲亮出交通顽瘴痼疾整治行动成绩单

湖南日报12月 24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邱鹏 陈婉卿）近日，衡阳县
人民法院对邓某等29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一案依法作出判决。
邓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 28 人分别
判处有期徒刑、拘役。

2011 年底至去年 4 月，以邓某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盘踞关市镇及周边

乡镇，他们通过实施强迫交易、开设赌场、
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横行
乡里、欺行霸市，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衡阳县检察院雷霆
出击，一举打掉邓某等犯罪团伙，令百姓称
快。

衡阳县检察院将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
映十分强烈、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与
县公安机关建立提前介入联系机制，做到快

捕快诉。去年 5 月，该院在办理王某等 12 人
涉恶案件时，在批捕阶段就提前介入，及时
提出侦查取证的建议和意见，并在审查起诉
期限内，将涉恶案件提起公诉。

坚持深挖彻查，努力做到“案不漏人，人
不漏罪，罪不漏证”。同时，注重扫黑与“打
伞”并重，积极移送相关职务犯罪线索。2018
年，该院在办理彭某等 26 人涉黑案件中，发
现存在 8 起犯罪事实未被及时查处的情况，

该院将涉案的国家工作人员违纪违法线索，
迅速移送衡阳市纪委监委。

截至12月中旬，衡阳县检察院共批捕涉
黑涉恶案件 32件 141人，起诉涉黑案件 3件
56人、涉恶11件164人，“保护伞”案件1件1
人，追捕追诉漏犯 13 人，引导和建议公安机
关“打财断血”涉及金额2.8亿元。去年，该院
被省人民检察院授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
进集体。

衡阳县检察院重拳出击扫黑除恶
截至12月中旬，该院共批捕涉黑涉恶案件32件

湖南日报12月 24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向进）前不久，张家界某公司负责人
朱某在收取多名顾客 40 多万元家具预购款
后不知所终，30余名顾客来到张家界市永定
区法院寻求帮助。永定区法院立案庭主动向
永定区委政法委报告，最终通过公安机关联
系上朱某。在法院工作人员协调下，朱某与
顾客达成调解，及时退款、供货。“部门联动
机制发酵，3天时间，一宗群体性案件在诉讼

之前得以化解。”12月下旬，永定区法院立案
庭庭长欧汉平告诉记者。

去年以来，永定区法院积极探索基层治理
新模式，通过“诉源治理”，让纠纷“化于未发、
止于未诉”，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该院明确
以人民法庭为前沿阵地，形成区委政法委牵
头，法庭、派出所、司法所负责的基层多元解
纷、诉源治理模式。同时，创新矛盾纠纷化解机
制，将民商事案件的调解、送达、鉴定3项工作

前移，探索“调解前置、鉴定前移、送达前行”。
该院还将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

解等调解资源汇聚起来，形成一站式、多元
化的纠纷化解平台，合力化解矛盾纠纷。目
前，聘请 6名律师、2名特邀调解员和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及部分行业专家组建调解团队
入驻法院，大力开展诉前调解和诉中委派调
解工作；与交警、妇联等11个部门、组织建立
诉调对接—体化工作机制，对交通事故、婚

姻家事、金融借款、物业纠纷等常见类案进
行集中调处；在全区4个乡镇、街道设立诉源
治理工作站，并依托巡回法庭、“天门清风”
微信群，大幅提升矛盾纠纷调处效率。

永定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彭军介绍，
今年 1 至 10 月，该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5623
件，同比减少 2245 件，降幅超过 30%，居全
省前列。其中民商事案件降幅达44.5%，万人
起诉率实现大幅下降。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2020年12月24日

第2020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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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
0

3037

单注奖金（元）
1340
446
223

中奖金额（元）
1437820

0
677251

1 8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20年12月24日 第2020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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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913587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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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39
2474

100798
1803509
12194588

中奖注数
（湖南）

0
4

104
3777
6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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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区“诉源治理”巧解矛盾纠纷
1至10月，该区法院受理各类案件同比降幅超30%，居全省前列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12月24日,在王府井百货后面巷子里做
餐厅服务员的刘园总会在中午休息时段来八
角亭社区“候鸟驿站”新市民党群服务中心看
看书，在跑步机上跑跑步，有什么心事和烦
恼，还会跟社区的人聊聊。老家在江西萍乡市
的她十分喜欢来这里,她说：“在这里，能感受
到亲人般的关怀，虽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

跟刘园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张燕，3年前，
她孤身一人从湘阴县来到长沙，在王府井附
近找工作时，看到八角亭社区的牌子，就托
社区的就业专干帮忙留意工作。后来,社区把
张燕介绍到解放西路一家酒吧做会计，还帮
她把两个小孩的入学问题解决了。如今，张
燕已带着家人定居在长沙，只要得空，就会
回八角亭社区看看。

八角亭社区面积仅 0.2 平方公里，但因
地处长沙市最繁华的商业地带，流动人口从
业人员达 2 万多人，辖区内还有法人单位
235家，王府井、春天百货等重点单位24家，
个体工商户 735 家，是一个集商业和居住为
一体的综合型老旧社区。

流动人口多，管理难度就大。为使大家
在社区安心工作，开心生活，从2017年起，八
角亭社区搭建起“候鸟驿站”新市民党群服
务中心，服务中心内配备会议室、书吧、室内健身房等，为流
动人口开展就业培训、法律援助、矛盾纠纷调解等服务。

“我们以‘候鸟’理念，通过阵地的打造，确保社区的人
‘有人管’、‘有家回’。”八角亭社区党总支书记杨学峰介绍，
社区对相对固定的外来人口提供动态管理、就业援助、技能
提升、困难帮扶、子女托管等服务，为他们筑牢“温暖巢”。

3 年来，社区累计举办招聘会 30 余场，提供就业岗位
872 个，援助 600 余人次就业，建立完善企业农民工活动场
所17个；实施“商圈楼宇”工程，组建社团、俱乐部，开展丰富
多彩的服务活动。社区也相继被授予“全国充分就业社区发
源地”“国家级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示范社区”“湖南省首家最
充分就业社区”称号。

湖南日报 12 月 24 日讯 (记
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长元 胡羽
宸)12 月 22 日，永州市冷水滩区牛
角坝镇三岔铺村蘑菇基地丰收，
这 是 村 民 们 学 会 蘑 菇 栽 培 技 术
后，引进并试种成功的又一致富
项目。村支书潘尚胜介绍，近年，
全村贫困户实现“手有一技，脱贫
致富”，带动全体掀起学、用科技
的热潮。

到 2014 年底，三岔铺村有 38
户92名贫困人口。永州市经济开发
区仁湾学校等单位驻村扶贫工作
队调研发现，他们大多因缺乏致富
技能致贫。于是，有针对性地送贫
困户到省市科研院所学习农业科
技，并联系专家一对一帮扶。通过
努力，全村贫困户顺利脱贫摘帽。
2018 年，64 岁村民潘尚确外出参
加科学种养培训后，每年种植10多
亩优质冬瓜、养殖 2000 多羽道州
灰鹅，年收入 10 多万元。村民潘善

军在专家的指导下，养殖本地麻鸭，很快脱贫。
如今，三岔铺村每年选送村民外出学习农

业科技，定期邀请专家进村授课、个别辅导。全
村先后推广实用科技 20 多项，发展科技示范
户20多户。

位于“五一商圈”核心
区的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
街道八角亭社区以“候鸟
驿站”新市民党群服务中
心为平台，为流动人口
营造家的氛围—— 不

是
故
乡

胜
似
故
乡

手
有
一
技

脱
贫
致
富

12月24日，
洞囗县高沙镇石
榴村，村民在舞
龙、耍狮。当天，
该村举行“建设
新农村，喜迎幸
福年”联谊活动。
活动围绕精准扶
贫、建设新农村
主题，讴歌农村
新变化，喜迎新
年。

滕治中 摄

幸福
舞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