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政治引领，高举旗帜，把
“两个维护”融入血脉

今年9月，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
研究制定了《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的落实
措施》，从8个方面提出了24条具体落
实措施，明确落实措施和责任部门，对
标对表抓好贯彻落实。

建立督办台账制度，形成研究部
署、狠抓落实、督促检查、及时报告、
跟踪问效的工作闭环，确保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在 全 省 生 态 环 境 系 统 得 到 贯 彻 落
实。

制定出台《中共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党组关于全面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开展

“三表率一模范”机关建设工作的实施
方案》等系列规章制度，坚持党建强班
子、带队伍、促工作，在推进污染防治攻
坚战、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中提
升政治能力。

健全制度体系，把做到“两个维护”
体现在生态环境保护的方方面面，知之
愈深，信之愈笃，行之愈坚。

深化思想引领，强根铸魂，以
创新理论筑牢信念

2020 年“七一”前后，一场“大学

习 走在前——我为你荐书”学习体会
分享比赛在湖南省生态环境厅举行。
厅系统13个青年理论学习小组、70多
名青年干部，结合学习《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
等经典著作，以朗诵、音诗画、情景剧等
形式分享学习感悟，展示成果，新湖南
客户端全程进行“视频+图文”网络直
播，点击量超 13 万人次，引发热烈反
响。

2020年12月22日，省生态环境厅
召开第15 次厅务会议，“首要议题”就
是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深刻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三高四新”战
略中作出生态环境部门的新贡献，统筹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全年中，将党中央重要会议、重要文
件和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
生态环境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讲话
精神作为“首要议题”学习的厅党组会、
厅务会，达到52场次。厅党组建立和完
善了中心组学习制度，完成理论中心组
12个专题学习，邀请知名专家辅导5次。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
跟进一步。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等

“主题主线”，“领导班子带头学、主题主
线及时学、精选内容重点学、专题党课辅
导学、聚焦中心实践学、搭建平台互动
学、青年干部深入学、用好网络在线学、
强化考评激励学”的“九学”模式，已在全
省生态环境系统形成制度，成为常态。

深化组织引领，强基固本，以
标准抓建夯实堡垒

2020年6月30日，在湖南省直机
关庆祝建党99周年暨党支部“五化”建
设推进会上，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
院环境科学系食品教研室联合党支部被
授予“省直机关第三批示范党支部”，这
是继2018年省生态环境厅人事教育党
支部被授予省直机关第一批示范党支部
以来，厅系统基层党支部再次获此殊荣。

7月1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直属
机关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全面践行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实施党建引
领战略，建设“三表率一模范”机关，打
造政治型、学习型、效能型、担当型、清
廉型、服务型、文明型机关的目标。

闻令而动。厅系统各级开展党建
理论课题研究，细化完善方案，制定措
施，推进落实；各支部先后开展“强化党
建引领，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监
督执纪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
忘初心、弘扬优良家风”等主题党日活

动，赴省党史馆、陈树湘纪念广场等地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组
织微党课、体验式、情景式党课、光影铸
魂党课，落实厅党组书记、厅长、班子成
员、支部书记等“五讲”党课160余次。

厅机关楼道、走廊等场地被充分利
用起来，打造以“党建红”“生态绿”为主
题的机关文化品牌；建设党员活动室、
党建文化墙、电子宣传屏等一系列宣教
阵地，展示党建文化、生态文化、铁军文
化。

深化中心引领，人民至上，以
初心使命诠释担当

2020年9月至10月，省级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分两批对 14 个市州进行

“回头看”。各督察组进驻后，均在第一
时间成立临时党支部，坚持把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组织学习，严明纪律。

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临时党
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前往汝城县文明瑶族
乡沙洲瑶族村“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
开展传承和弘扬半条被子精神主题党日
活动，接受思想洗礼，激发荣誉感和责任
感，为督察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10月29日，一封《永州城中丽景A
栋业主致环保局及省环保督察组的感谢
信》在网络上传播开来，这是怎么回事
呢？原来，在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及冷水

滩区分局和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的帮助下，困扰小区业主半年多的噪音
和粉尘污染生态环境问题得以解决，城
中丽景小区居民因此纷纷“点赞”。

聚焦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等中心
工作，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全面开启“党
建红”引领“生态绿”工作模式，顺应人
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新期盼，在开
展环保督察、生态环境执法等任务期
间，注重加强党建引领，建立临时党支
部已然成为制度。

深化作风整肃，净化生态，将
从严治党推向深入

把2020年作为“作风建设提升年”，
3月份，厅系统集中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

“彻底肃清蒋、谢恶劣影响营造良好政治
生态”专项治理。按照学习教育、统一思
想，讨论剖析、专题整改，总结提升、固化
成果三个阶段，“学、教、查、剖、建、统”六
个步骤推进，组织“明辨是非十个问题”
大讨论，立起“十破十立”鲜明导向，并将
专项治理向基层延伸。

出台《贯彻落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10条措施工作方案》，重点整
治生态环境领域多头交办、多头调度、
重复执法等问题，坚决防止和杜绝虚假
整改、敷衍整改、表面整改现象；出台《重
要敏感事项活动开展监督的办法》，加强

对重点岗位、关键人员、敏感事项的有效
监督，对重大项目进行程序审查。

在组织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市、区）核查过程中，厅自然生态处联合
厅直属机关党委组成的核查组每到一地，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九项规
定”要求，获得迎审单位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坚持把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贯通联动，构建党
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责
任、厅机关纪委监督责任“五责协同”机
制，与驻厅纪检组联合印发《加强沟通
协调形成全面从严治党合力的意见》，
今年已落实两次全面从严治党情况会
商，构建廉政教育机制，以案为鉴、以案
促改，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深化队伍建设，锤炼本领，用
铁军精神聚合力量

在全国率先出台打造湖南生态环境
保护铁军30条意见，湖南省着力打造政
治铁军、战斗铁军、清廉铁军、担当铁军。

建立健全《湖南省生态环境厅人事
工作管理办法》等制度10余项、人事工
作流程图 22 项，开展干部业务技能培
训、干部政策法规宣讲50余次，严格落
实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把好政治关、品
德关、实绩关，大胆选拔优秀干部，落实
激励干事创业、容错纠错的制度，激发
铁军队伍轻装上阵、奋勇前行。

2019年，全国生态环境监测大比武
期间，湖南省参赛代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
封闭式集训，以“5+2、白+黑”的状态备
赛，一举夺得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综合比
武、辐射监测专项两个团体二等奖，代表
队队员邱帅、李大庆获得生态环境监测综
合比武个人一等奖，充分展现了湖南环保
铁军风采。

2020年8月，湘江纸业2个废重油
罐拆除后处置不当造成重油渣流入湘
江，湖南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精干力量迅
速出动，连续奋战 5 个昼夜，做到断源
清源到位、河面清理到位、危废处置到
位、应急监测到位、案件查处到位。

在决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场上，全
省涌现出周青苔、吴中立等一大批先进典
型，他们用生命镌刻对党的忠诚不渝，矢
志践行环保铁军精神，为守护绿水青山贡
献了毕生的力量。为排查排污口、监测关
键数据，环保一线人员一天步行几十公
里，沿线摸排、爬烟囱、趟臭水沟、半夜蹲
点设伏等情况是家常便饭，克服任务重、
人手少等困难，千方百计完成任务。

近年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坚持党
建引领，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株洲市获
评“中国绿水青山典范城市”，长沙宁乡
市、邵阳新宁县等 11 个县市区被评为
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2个县市
区被评为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26个县市区评选为
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
邓立佳说：“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必须
有高质量党建作为坚强的政治保证，我
们要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深化‘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制度机
制，加快打造生态环保铁军，奋力谱写
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党建红 引领 生态绿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钟 进 文日新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2019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
的通报，通报中湖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

显著，被评定为优秀等次，获国家层面肯定。
2020年9月，湖南环保铁军建设经验在

全国生态环境系统精神文明建设暨铁军建
设座谈会上进行推介。这是湖南省继2018
年在全国生态环保系统推介精神文明建设

经验后，连续第三次作经验推介。
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展现了湖南省生

态环境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党建高质
量发展，谱写“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的精彩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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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湖南亿嘉置
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和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湖南亿嘉
置业有限公司。现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湖
南亿嘉置业有限公司以联合公告方
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
担保人向湖南亿嘉置业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义
务与相应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湖南亿嘉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湖南亿嘉置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
号

1

借款人
名称

岳阳金
刚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本金余额
（截至2020年
11月13日）

35,706,860.92

利息余额
（截至2020年
11月13日）

7,954,463.89

借款合同编号

《房地产借款合
同》2013 年东房
借 字 第 1017 号

《借款合同补充
协议》2017 年工
银（东 支）协 字
1110号

担保人名称

熊英、刘岳林、
湖 南 中 亿 佰 联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司、胡华斌、
鲁 群 英 、潘 迪
辉、赵东平、湖
南 思 源 置 业 有
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2013年东抵字第
101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东
保字第1016-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3年东保字第1016-2号《最高额
保证合同》2013年东保字第1016-3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东保字
第 1016- 4 号《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
2016 年东保字第 1225 号《最高额保
证合同》2016年东保字第1226号

原贷款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东茅岭支
行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一默(湖南)商
务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
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已将
其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一默(湖南)商务咨询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现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
一默(湖南)商务咨询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联合公告方式通知借款
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担保人向一
默(湖南)商务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款义务与相应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一默(湖南)商务咨询服务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20年12月30日

序
号

1

借款人
名称

湖南星
恒置业
有限公
司

本金余额
（截至2020年
10月20日）

29,997,349.51

利息余额
（截至2020年
10月20日）

14,481,771.18

借款合同编号

《房地产借款合同》
2013 年（东塘）字第
0099号《房地产借款
合同》2014年（东塘）
字第0004号

担保合同编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2013 年东塘（抵）字
0073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 年东塘

（保）字 0006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
年东塘（保）字000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3 年东塘（保）字 0008 号《质押合同》
2013年东塘（质）字0007号

担保人
名称

喻秀珍、
宁拥军、
宁星、吕聪

原贷款行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 沙 东 塘
支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一默(湖南)商务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柳叶湖·金色晓
岛”项目（金恒·柳玥台）工程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
招标人为湖南金恒房地产有限公司 ，投资额约168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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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12月25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市武陵区第五

小学建设项目-装修装饰工程总承包已具备公开招标条
件，招标人为常德江北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额约
128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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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12月25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经澧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澧县公安局建设项

目戒毒所拘留所工程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澧
县公安局，投资额约2920.9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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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
gov.cn。

澧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12月30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邓立佳一行前往平江县三阳乡金安村，实地调研驻村
扶贫工作，看望慰问结对帮扶困难群众。 陈颖昭 摄

“强化党建引领，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图为省生态环境厅部分党员干部在屈原管理区开
展支部活动。 通讯员 摄

经临澧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中国移动湖南常德
临澧分公司生产调度用房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
人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常德市临澧县分公
司，投资总额151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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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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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