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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篝火晚会等乡村旅游的参与性、
体验性，让自驾游、家庭游的市民和游客，
纷纷走到田间地头，共度端午佳节。

体验纯手工包粽子，摘艾叶、喝雄黄酒
等，让游客在端午节有了更多的传统体
验。湘阴以临资口水域为代表的龙舟赛空
前盛大，40多条龙舟开启了湘阴水上“狂欢
节”，上万游客齐聚湘阴体验火爆的节日氛
围；临湘十三村景区不仅对团队游客免门
票，更提供免费讲解；五尖山和6501风景区
对团队游客分别实行7折优惠；乡村旅游点
桃林镇百合花园挂牌价每人30元，实行优惠
每人10元。各大景区一系列旅游体验活动，
点燃了游客激情，引爆了火热旅游市场。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负责人介绍，今年端
午期间自驾自助游、乡村休闲游等广受市民
青睐的亮点异常出彩，游客纷纷刷屏朋友圈，
各景区景点一派火热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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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态环境部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4号）要求，现对岳阳市长江补水工程（一期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tLX9zZGDItYGuo7LFelYg
提取码: n5f1，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与建设单位联系。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项目附近的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hnhuiheng.com/index.php?g=home&m=notice&a=

show&id=86
四、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岳阳市长江补水工程项目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黄勋
联系电话：13907304111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至建设单位邮箱，或

以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形式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从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岳阳市长江补水工程项目管理办公室

岳阳市长江补水工程（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岳阳监管分局批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岳阳分行进行了住所变更登记，并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将

证载信息予以公告：

机构编码：B0002L34306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7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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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成立日期：1980年01月01日

住所：岳阳楼区南湖大道593号（换发前住所为湖南省岳阳市南湖大道48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岳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9年5月28日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
公 告

说明：数据含单位用房、畜禽养殖用房。

岳阳市农村“空心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6月6日

起止时间：2019年2月13日-6月6日 单位：户、平方米

全市农村“空心房”整治进度通报

诚信不欺、言而有信，是际华3517橡胶制
品有限公司一直坚守的市场经营准则。公司
产品先后两次荣获国家银质奖、全国用户满意
产品奖、“全国质量诚信AAA级品牌企业”荣
誉；2017年被评为湖南省和岳阳市诚信企业。

企业要发展，必须不断提升科学化管理
水平，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真正把产品
质量管理落到实处。近几年来，际华3517公
司 以 ISO9001、ISO14001、OHSAS18000、安
全标准化四大管理体系为抓手，走上了科学
规范依标生产的轨道。以ISO9001质量管理
体系为抓手，推动公司质量管理和技改研发
上台阶。该公司所属各单位自觉按照体系
要求落实工艺，有力保障工艺上岗率，产品

质量明显得到提升，已获得WRAS饮用水欧
盟环保认证资格，为橡胶配件进一步扩充国
际国内市场做好了铺垫。

推动公司节能减排上水平。围绕改善环
境和节能减排全面识别环境影响因素，完善
环境管理制度，控制能源消耗和声、渣、尘、废
的排放。几年来没有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重大环境投诉和环境违规处罚问题。把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和安全标准化管理放在
重要位置。该公司将职业健康安全防范措
施落实和安全法规执行双管齐下，努力构建
员工生命财产安全防控体系，企业没有发生
重大安全事故。

际华 3517 公司坚持讲诚信从制度抓
起。先后修订《现场优化管理规定》《安全、设
备管理规定》等制度，梳理完善了96个工作和
工艺流程，有效地规范了管理，既提高了工作
效率，又确保了产品质量。 （岳 宣）

本报讯（记者 刘克宏）6月10日，骄阳似
火，在湘阴县金龙新区工地内，湖南交通工
程学院湘阴项目暨湖南中盛交通高科技研
究院开工奠基仪式举行。

来自省政协、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
大学、省教育厅的老领导、老专家参加奠基
仪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挚宣布开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先政，副市长李为，
市政协副主席孔福建出席活动。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1500 亩，
总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30亿元。
项目将建成常年在校学生达2.8万余人的本
科院校，这也标志着岳阳本科大学又将添新
力军。自此，湘阴将告别无高校历史，这将
进一步加强湖南交通工程学院与湘阴经济
社会的协同发展，并为湘阴经济社会建设提
供人才保障。

位于衡阳市的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创办
于 1991 年，是一所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全
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学校现设 23 个本科
专业和 26 个专科专业，在校学生 28000 余
人，主要从事汽车服务工程、机械工程及其
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
程、护理等专业的本科教育。该校将学校
本部及本科部从衡阳整体搬迁落户湘阴县
金龙新区，并新成立湖南中盛交通高科技
研究院，建设产学研一体化开发基地，筹建
中国退伍军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推进中
药产业化和医养基地建设等与湘阴开展深

度合作。
近两年，湘阴将湖南交通工程学院项

目作为社会事业投资项目的“一号工程”，
在供地手续办理、项目环境优化、配套工

程建设等方面，扎实开展一对一、保姆式、
全天候的帮扶服务，为项目帮办手续、帮
解难题、帮优环境、帮促进度。目前，项目
四大主体（综合楼、图书馆、体育馆、办公

楼）已完成审图，施工现场已完成“三通一
平”，各项建设有计划、按步骤、有条不紊
地加力加速推进，确保 2020 年 9 月建成招
生办学。

岳阳境内又一所本科院校开工奠基
规划用地1500亩 总投资约30亿元 明年9月将建成招生

项目效果图

本报讯（记者 周小平）6月10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万岳斌、副市长黎作凤深入市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现场，调研项目
建设情况。

在听取相关部门和单位关于项目建设
进展情况汇报后，万岳斌、黎作凤表示，市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市委、市政
府确定的重点项目，是中央环保督察和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必须完成的重大
项目，也是一项民生实事工程，建设任务必

须不折不扣按要求完成。目前，该项目已
累计完成投资约 5 亿元，占项目投资概算
的85%。

万岳斌、黎作凤要求，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增加对项目重要性的理解；要发挥创造
力，共同攻坚克难，加快推进项目及配套工
程实施；要按照任务要求、时间节点狠抓落
实，确保项目在9月20日顺利运行。对各相
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推进情况，督查和问责
将一并进行。

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将于9月20日运行

本报讯（记者 徐颖 通讯员 卢芳亮）近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彭先
政率市人大教科文卫委一行，先后到岳阳
县、临湘市督办重点建议办理工作，并专题
调研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情况。

市人大代表童雅琴在市八届人大四次
会议上提出《关于开展我市旅游文化资源大
普查的建议》，被市人大常委会确定为年度
重点建议，由市文旅广电局牵头办理，目前

普查工作正稳步推进。
在考察了相思山、相思湖、6501 等特色

文旅开发项目后，彭先政表示，文化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是一篇大文章，更是一篇细文
章，要在做好普查登记的基础上，突出重
点亮点，深挖产品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
涵，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开发，打造富有地
域特色的旅游品牌，进一步服务当地社会
经济发展。

突出重点亮点
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旅游品牌

满目青山，一江碧水。通往汨罗市长乐
镇合旗村袁家河屋场的宽阔进村道上，路肩
已经培土，树木将要栽种。屋场东面是巍峨
的智峰山和潺潺流动的汨罗江，共同组成一
幅山水林田的优美风光图。

今年袁家河屋场152个村民把秀美屋场
建设当成头等大事。5月中旬的一天，屋场
的能干媳妇、汨罗市人大代表傅阳元“振臂
一呼”，屋场妇女齐来她家。当天晚上，来了
7桌人，傅阳元既是召集人，也是服务员。她
私人宴请开会的屋场人吃了晚饭。打造秀
美屋场的事儿决定下来后，她又自费租了4
台车，带领大家去汨罗有名的3个秀美乡村
开眼界。回来后，她自掏8000元，在进屋场
主干道竖起了刻有“走进袁家河”的大石碑，
宣示着打造秀美屋场工作的正式启动

袁家河屋场有一个优势，即同姓同心、孝

亲睦邻是传统。自明朝聚居在此的这些袁姓
家庭，家家户户男丁在外经商，女子就包揽了
家里的一切，是名副其实的贤内助。妇唱夫
随。傅阳元的爱人、湖南誉湘农业科技开发
公司总经理袁先斌立即通知屋场男丁从外返
回家中商量打造秀美屋场的事。第一次开会
就落实了50万元启动资金。对于商定的所需
资金300万元还有缺口，袁先斌等几个牵头的
都愿意承担资金落实责任。

据村里人介绍，屋场后面的汨罗江防洪
大堤，20多年来都是他年年出资维修。他10
多年资助村里五保户、困难户和村里基础建
设。此次打造秀美屋场，袁先斌的想法是，
除坚持清洁行动之外，还要穿衣戴帽、全面
绿化美化。同时建一个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一个甜酒种植基地、一个甜酒公司。

记者 刘克宏

同姓同屋场同姓同屋场 同心谋振兴同心谋振兴
——汨罗袁家河屋场乡贤自发打造秀美屋场

诚信·每周一星

把讲诚信落实在产品保质上把讲诚信落实在产品保质上
——小记际华3517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我市我市33403340名名
出租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充电充电””

本报讯（记者 刘志恒 通讯员 赵立
文）出租车是城市流动的风景。为进一步
规范中心城区出租车驾驶员经营行为，提
升出租汽车服务水平，助力我市文明城市
建设，近日，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会同市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公交大队、从业驾培
所及市交通培训中心，开展为期10天的城
区出租车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活动。我
市3340名出租车驾驶员分批次参加教育培
训。

据悉，此次培训内容主要是针对当前
开展的“五星级出租车”评选工作及出租车
驾驶员实际营运中遇到的问题，从管理制
度、行业法律法规、交通安全、营运规范、治
安防范、节能减排等方面进行了培训。

通过开展城区出租车从业人员继续教
育培训活动，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服务质量
和安全意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此举深受
广大出租车从业人员的好评。驾驶员白邦
宏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培训，既有湖南理
工学院的教授讲课，还有市文明办、巡特警
支队、交警支队等单位负责人讲解文明驾
驶、行业法规、营运规范等方方面面的内
容，非常切合从业人员实际，既让我们增长
了知识，也提升了文明素养。”

全市防汛全市防汛IVIV级级
应急响应解除应急响应解除

本报讯（记者 周小平）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10日发布通知，根据当前雨情及天气
形势趋势，按照《岳阳市防汛应急预案》有
关规定，决定自6月10日12时起，全市解除
防汛IV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级各部门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继续做好防汛抗灾各项工
作，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记者 黄 梅）昨日，湖南省第十
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经过专
家初评和省委宣传部部务会议审定，评选坚
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评选程序，对
入选作品进行公示，我市3件作品电影《正正
的世界》、广播剧《逐梦海天——致新时代最
可爱的人》、歌曲《骆驼颂》上榜，作品入选总
数在全省14个地市州排名第二。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以弘扬先进文化、多出优秀作品为目标，推
出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作品，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以优秀
的作品鼓舞人的重要作用。该奖项每三年
评选一次，是宣传文化系统最高奖项。据了
解，此次公示期从2019年6月10日至6月14
日，时间为5天。

我市我市33件作品入选件作品入选
湖南省第十四届湖南省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五个一工程””奖奖

未来一周未来一周
以晴好天气为主以晴好天气为主

本报讯（记者 刘 革）岳阳市气象台发
布未来一周天气趋势: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
析，未来一周我市受高空脊区控制，以晴好
天气为主，气温平稳。一周最高气温33℃，
最低气温22℃左右。

具体预报如下：10日：多云转晴天，北
风2～3级，气温23到32℃；11日：多云，北
风2～3级，气温22到31℃；12日：多云，有
分 散 性 阵 雨 ，北 风 2～3 级 ，气 温 23 到
30℃；13日：晴天；14日：晴天间多云；15日：
多云；16 日：多云转阵雨。岳阳气象台建
议，天气晴好，火险等级升高，请注意森林
防火和城市用火用电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