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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武指出，今年是落实新三年
棚改攻坚计划的关键之年，同时也是
禁拆治违和土地依法征收的攻坚之
年，越是在关键期、攻坚期，大家越要
提振精神状态，一鼓作气、一抓到
底。要打破思维定式、消除厌战情
绪、克服畏难思想，要严格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部署与要求，全面打好攻坚
战和歼灭战。

李爱武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
坚持问题导向，处理好规划设计、进度
把握、资金保障、项目招商、政策落地
等问题，通过难题破解推动工作破
局。要严格坚守法纪底线。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公示”的原则，规范工

作流程，强化审计监管。要广泛凝聚
工作合力，压实责任链条，创新联动机
制，强化考核奖惩，以效果论成败，以
实绩论英雄。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唐道明要
求，要扎实开展清零攻坚行动，严格实
行目标、任务、要求、措施、进度、人员

“六明确”，做到责任到人、进度到天，
层层压实责任，级级传导压力，坚决按
照时间节点完成清零任务。

会上，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谈正
红宣读了《关于2018年度棚户（旧城）
区改造、禁违拆违治违和土地依法征
收工作考核结果的通报》，副市长黎作
凤作了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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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公告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220kV奇岭变电站10kV奇经
线328全线线路因配合市政施工致10kV奇经线328全线其
他临时停电。

停电时间：2019-03-07 08:00:00-2019-03-07 18:00:00。
停电范围：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岳阳楼区：蔡家元

叶组小区、金桥组小区、菜家学校小区、顺意公司、冯家小
区、廖七小区、路灯公司、金仙组小区、理工水泵公司、八斗
丘小区、兴赵小区、关家小区、岳阳职业学院公司、羊角山制
药厂、曙光学校公司、关家组小区、张带砖厂公司、笑呵呵食
品公司、张带小区、廖七小区。

●母亲周弯不慎遗失小孩宋

思琪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066267，特声明作废。

●于潇童不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523175，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汉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行开户预

留印鉴章），编号：430600000081836，特声明作废。

●毛璋浩不慎遗失恒大南湖半岛14栋706号

房的购房收据，票号：00604187，金额：10000元，特

声明作废。

●湖南岳州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43000044881159XB）不慎遗失岳阳农村商业银行

花板桥支行现金支票4张，号码：4020431506347383，

4020431507484081， 4020431509225709，

4020431511348052，特声明作废。

●湘阴明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在华融湘江银行湘阴支行开户预留印鉴章)

编号:4306000080012特声明作废。

●岳阳市广告协会因内部变更，不慎遗失在华

融湘江银行南湖支行开户预留印鉴的公章壹枚、

财 务 章 壹 枚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570000498804，账号：90203212010010030815，特

声明作废。

●岳阳市和乐才艺培训学校不慎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430602682842204，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遗失声明

姚源（430111196806200477）因保管
不善，将岳阳楼区东茅岭办德胜会的岳
市国用（2011）字第S0483房屋国有土地
使用证遗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
现声明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姚源

2019年3月6日

房产所有权证遗失声明

姚源保管不善，将坐落岳阳楼区
站 前 路 办 德 胜 社 区 岳 房 权 证 字 第
283575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根据《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以上房
产所有权证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姚源

2019年3月6日

本报讯（王雪龙）“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以来，环境变好了，
家乡更美了。”近日，笔者在平江
县城关镇三阳村走访，正在志愿
参与清洁活动的王正不住地感
慨。这种让乡村变靓丽，让城市
变美丽，让群众生活变美好的“达
芬奇密码”，就是当下全市正在大
力推进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据悉，开年以来，城关镇牢牢

将人居环境治理工作摆在工作
首位，严格按照市县安排部署，
以“开局就是决胜”的理念，提
前部署、提前谋划，将人居环境整
治中存在的问题囊括其中，做到

“对标入表、问题上达，责任前移、
对症下药”，坚持以问题清单为导
向进行全面摸排，建立台账，“照单
吃面”，对摸排发现的问题做到了
不藏捏，不怕难，力求实效，持续深

入推进改善人居环境。
同时，为打造良好氛围，助力

人居环境整治，该镇发动宣传车
20台次，发放宣传单、宣传册4万
余份，全镇党员干部、志愿者、村
组长等主动积极开展“清洁家
园”行动，全员上阵、全面宣传，
环境整治行动逐渐深入人心，群
众生活环境得到了提升和明显
改善。

“照单吃面”改善人居环境

近日，华容县东山镇关山
村举办了一场以“提升人居环
境，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的
文艺演出。

参与本次演出的表演者们
都是关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文
体艺术志愿服务队的队员，她们
自编自导自演，精心准备了 10
个节目，为村民们奉献了一场精
彩纷呈的演出，用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宣传方式让人居环境整治
深入人心。

文/图 记者 徐 颖

美丽乡村“舞”起来

本报讯（记者 王吉祥 通讯
员 吴 潇）日前，屈原管理区区委
组织部向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发出号召，在深化农村“空心
房”整治推进清洁行动集中攻坚
中开展“五到位、五带头”活动，该
区228个基层党支部和5831名党
员迅速动员起来，把村庄清洁行
动集中攻坚作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强力推进。
活动要求基层党组织做到责

任履行到位、安排部署到位、宣传
发动到位、指导督促到位、长效机
制到位“五个到位”，广大党员做
到带头领任务、带头践承诺、带头
结对子、带头作示范、带头作奉献

“五个带头”。
该区不仅有区级领导、乡镇（街

道）班子成员包村，联点部门单位包
片，村支“两委”包组，还有党员包户
和群众自觉开展门前三包。掀起了
干群一心、群众自觉行动，社会各界
积极参与的热潮。各级基层党组织
的组织力显著提升，党员干部服务
群众的宗旨意识明显增强。据悉，
截至3月5日，全区共拆除空心房
138户23314.5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李亦恩）3月6日下
午，市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召开，贯
彻落实省委巡视反馈意见会和市委常
委会会议精神，扎实有效推进巡视整
改工作。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谈正
红出席并讲话。

按照省委和省委巡视组要求，我
市巡视整改工作分为集中整改和全面
整改阶段。全市集中整改时间为两个
月，即2月26日至4月26日，集中整改
2个月后，进入全面整改阶段。

谈正红强调，做好巡视整改是当
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责任，
要进一步提高站位，统一认识，把抓巡

视整改提高到对党忠不忠诚、对事业负
不负责任、对作风务不务实的高度来认
识，立说立行、动真碰硬，推动问题逐条
逐项整改见效。要务必把握好时间节
点，明确整改措施，强化组织领导、问题
导向、督促检查，推动巡视整改落实落
细、落地见效。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
立足于解决突出问题，建立长效机制，
促进改革发展，确保巡视整改经得起历
史、实践和人民群众的检验。

会议宣读了《关于落实省委第七
巡视组巡视岳阳反馈意见的整改方
案》，涉改单位相关负责人作了表态
发言。

推动问题逐条逐项整改见效
谈正红出席市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谢 凌）3月5日，副
市长黎作凤深入城区金东门地段，实
地调研渍水地段整治工作，为当地居
民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金 东 门 低 洼 渍 水 地 段 已 纳 入
2018年棚改计划，55户征拆已完成53
户签约。黎作凤仔细勘察社区情况，
召集岳阳楼区、国土、规划等部门相关
负责人商讨具体措施，现场办公。他

强调，搞好低洼渍水地段改造，是一项
民生工程，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主
要领导关心关注。要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采取治本之策，以最快的速度做
好片区规划方案，整合开发；要依法依
规，尽快收回土地，切实安置好老百
姓；要统筹该低洼路段管网建设，着力
解决渍水问题，切实解决群众的合理
诉求，让老百姓满意。

解决渍水问题 为民排忧解难

本报讯（记者 陈 毅）3月5日，副
市长邱虹率队对岳阳电子口岸建设运
营情况进行调研。

邱虹一行来到城陵矶口岸联检大
楼，对口岸工作流程、产品过检、职能
部门职责区分等情况进行详细了解，
现场考察岳阳电子口岸展厅。在随后
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政府口岸办负责
人对电子口岸建设、进口水果口岸建
设、推进中欧班列开通的情况进行了
汇报。

邱虹对前段市口岸办的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她说，市委、市政府从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重新设立市
政府口岸办，对口岸建设寄予了殷切
期望。要理清工作思路，对每一项工
作都要进行调研，保质保量电子口岸
建设圆满完成；要进一步加强对接“三
定方案”，保证岗位人员到位，便于开
展工作；要对今年的工作筹划，以及项
目建设提前预算并上报，上下齐心确
保口岸工作上新台阶。

确保口岸工作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赵 芸）3月4日，平
江县大洲乡民主村“深化农村空心房
整治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办公会议
在市城建投召开，副市长李为主持，
市财政局、市城建投等单位负责人参
加会议。

李为强调，扶贫攻坚工作极为重
要，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关于深化农村“空心房”整治、
推进村庄清洁行动集中攻坚”重要部

署。要加强组织领导，建强村支两委
班子，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真正发挥

“领头羊”作用。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让美丽乡村“内外兼修”。要依托良好
生态，挖掘乡村特色，守住乡村底线。
扶贫队伍要和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
力、并肩作战，形成强大的合力。要建
立长效机制，空心房的拆与建，要有长
期规划，严格规划管控。

让美丽乡村“内外兼修”

本报讯（刘 端 闵 敢）3月1日，
市交通运输局深入汨罗市屈子祠镇
调研深化农村空心房整治推进村
庄清洁行动集中攻坚工作，在座谈
会上该局负责人开门见山，表态局
里先期支持 70 万元资金用于改善
设施。

市交通运输局驻村工作队自 2
月14日进驻以来，因地制宜地制定
工作计划，发挥群众主体作用，集中
整治村庄环境，加强屋场和道路绿
化，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促进乡风民
俗转变，推进“粽香小镇”建设。工
作队员与镇、村两级一道，组织村民
投身到人居环境整治之中。硬化加
宽村级道路1000米，硬化篮球场、广
场 1300 平方米，塘坝生态护坡 380
米，着力打造污水集中收集处理汤
家屋场示范点。

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集中整治村庄环境集中整治村庄环境

本报讯（记者 张小弓 通讯
员 周 磊 令 维）3 月 4 日，湘阴
县文星镇东湖社区清洁行动现
场，市人大代表何忠伟正在带领
居民清理社区内垃圾。居民李新
华说：“何代表左膝关节内侧韧带
拉裂，每天要去医院治疗，但他还

坚持参加清洁行动，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

当日，该镇共有50余名人大
代表分赴全镇23个社区，助力各
社区的深化农村“空心房”整治
推进村庄清洁行动。自全县掀
起村庄清洁集中攻坚行动热潮

后，该镇人大代表主动签署“清
洁家园，我是代表我先行”倡议
书，组成人大代表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攻坚行动组。代表们发挥
示范作用，带动群众开展沿街、
沿路、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的专
项整治。

干群一心推进村庄清洁行动

清洁家园 代表先行

科学规划设计科学规划设计
建设秀美乡村建设秀美乡村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李 赛）3 月 4 日，市科协组织市设
计家协会一行 9 人，围绕全市农村

“空心房”整治推进村庄清洁行动
集中攻坚，深入临湘市桃林镇三合
村进行实地勘查，开展规划设计前
期工作。

桃林镇三合村共有 17 个村民
小组，540多户，2300余人。市设计
家协会用无人机航空拍摄手段，将
三合村现状绘制成宏观图，并根据
绘图进行实地勘查。同时，走访农
户与村支两委进行交谈、协商，听
取群众意见。结合三合村人文、地
理、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从专业角度合理设计，将为
该村制定景观果园式庭院、生态宜
居式楼房、创意花园式菜园、美观
实用式围栏、绿化景观带道路、绿
色长廊式河岸等一系列设计方
案。按照“总体规划、科学设计、分
步实施”的要求，逐步改善村民人
居环境，助力三合村打造成为生态
文明和谐秀美的新村庄。

哪怕是开会连夜返回也要就近敲开
几家农户的门。如今，两位领导有
个习惯，只要经过村组，一定要下车
与农户握握手、聊聊天，再忙再赶也
要停车打打招呼。

铆足干劲，全力夯实驻村
示范引领

“小谈书记这个队长选得好！年
青有为，还当过我们的书记，一来就与
老百姓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做事,经常
不是被雨打湿哒就是一身泥巴……”
该镇伏林村汤家屋80多岁的刘娭毑
说起驻村工作队总是竖大拇指。该
村位于屈子祠镇西北端，南依屈子文
化园，北靠岳望高速汨罗北出口，交
通区位优势明显。由原伏家、程林两
村合并而成。村域面积 10 平方公
里。全村辖19个村民小组，810户，
总人口3028人。党员110人，下设三
个支部。

刘娭毑口中的小谈书记谈家旭
曾在范家园镇（现合并为屈子祠镇）
担任过党委书记，2 月 15 日进驻以
来，就带领工作队在镇村组轻车熟路
地创新展开了工作，通过调查走访和
一系列会议，把“三清理”“四拆除”

“三提升”这十项工作逐项分析讨论，
明确工作要求，出台切合可行的工作
方案。然后层层发动、上下联运，干

群互动，把会议精神传达到田间地
头，把思想工作做到千家万户。

工作队注重以村民为主体，因
地制宜，因地施策，不搞大拆大建，
不搞千篇一律。引导各屋场按照自
己的意愿来建设，资金自己筹措、自
己使用、自己监管，工作队和政府重
点做好指导、引导与发动工作，让各
屋场都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让群
众和乡友广泛参与进来。

在汤家屋场，工作队广泛凝聚乡
贤、村民的内生力量，短时间内就筹
集80多万元，还成立了以汤建平为
会长、汤新民、汤家良、汤卫礼为理事
的美丽汤家理事会。谈家旭一方面
积极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建秀美屋场，
一方面主动对接岳阳、汨罗部门单
位，跑项目、争资金，并已成功争取岳
阳市交通运输局项目资金70万元。

目前，伏林村已拆除老旧偏杂

房屋 5000 多平，硬化加宽村级道

路、篮球场、健身广场，清淤塘坝、生

态护坡加速推进，栽种金丝楠朩红

叶楠等 2800 多株，植草绿化面积

6000多平方米，整治生态菜园8000

多平方米，新增路灯 25 盏，建成集

中式污水处理站两个，单户处理站
12个，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谈家旭
在打造伏林村汤家屋场样版的同
时，密切配合镇党委以点带面向全
镇推广。

众人拾柴，攻坚火焰越
烧越旺

“小何，你有身孕，别太累了！”
“阿姨，您休息会，让我来推车。”“爸
爸，门外好多阿姨在扫地，我们也去
帮忙吧！”……3月4日上午，这是该
镇双楚村清洁家园我先行巾帼志愿
者行动暨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
后，全体与会人员投身清洁行动攻
坚的场景。热火朝天的“女子别动
队”吸引了沿街不少群众参与进来，
大家扫的扫，铲的铲，运的运，不到
一天时间，硬是清理出了一条干净
整洁的乡村主干道。据悉，该镇结
合汨罗市“三万党员齐上阵，清洁家
园我先行”活动，在全镇组织开展了

“千名党员齐上阵，清洁家园我先
行”的主题党日活动。当天，该镇共
组织12个支队伍参加，其中镇机关
党员分队重点清理镇上街道的卫生
死角；其他11个党员分队在镇辖11
个行政村的主干道和所属屋场同时
展开。

“工作队和镇村干部白天晚上，
甚至周末也在这里，我们不能袖手
旁观啊！”伏林村镇联校81岁退休老
教师吴正玉斗志昂扬地说：“小谈队
长、小廖书记那么忙，还天天来这
里，作为本地的老党员，我们就更要
参加。”在汤家屋场的带动下，伏林

村其他屋场积极行动起来。其中，
李家屋场将再投资 50 万元提质改
造；徐塘戴屋场不仅成立了理事会，
并已筹资一百多万元；长墩刘家屋
场已筹资近百万；郑家屋场也筹资
50万元用于屋场绿化美化。

“乡村振兴是动真格的，人居环
境整治家乡更是掀起了一股大干快
上的热潮。村民都已自筹一百多
万，再不回来真有点说不过去了。”
在新义村花萼堂施工现场，记者见
到了正在与几个骨干“现场办公”的
领头人郑军，他说，为尽快建好秀美
家园，同时孵化一个带动村民在家

致富的项目，他不仅准备了三、四百

万元的兜底资金，而且还在积极招

商、引进一批项目。郑军心中的花

萼堂屋场，将是屈子文化园以“花”

为主题的后花园，是一个文化娱乐

广场、停车场、特种养殖、游泳、垂

钓、划船、民宿、整体景观绿化配套

一应俱全的集旅游观光、婚纱摄影、

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民俗体验基

地。“清洁行动，大部分村民积极筹

资投工，我村已认捐资金近千万，到
位五百多万元。”新义村总支书欧阳
再春指着一位老人说，那位86岁的
老党员朱贵清，为了参加“主题党员
日”活动，都推迟了赴美国探望儿子
的行程，还说到美国后一定要儿子
多作贡献。

（上接第1版②）

本报讯（记者 周小平）3月6日下
午，省统计局副局长黎雁南一行在岳
阳调研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并召
开座谈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唐
道明出席。

自1月1日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入户登记工作启动以来，市经普办严
格按照国务院和省统计局相关文件精
神，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强化责任，目
前入户登记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黎雁南对岳阳开展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
充分肯定。他要求，进一步提高对

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全面对标对表落实工作
责任。

唐道明对省统计局长期以来对岳
阳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强
调，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工作，扎实做好后阶段的工
作，要提高站位、高位推动；挂图作战、
强力推进；应统尽统、保证质量；依法
普查、守住底线，严格按照省经普办的
统一部署，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更好地推动岳阳
经济高质量发展。

统一部署 应统尽统
省统计局来岳调研 唐道明出席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