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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泥村一切正常，塘城村一切正常……”
随着监控信号实时传播到平江县瓮江镇疫
情防控网格化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工作人
员一边操作监控视频，一边远程巡查疫情。

平江县委政法委工作人员表示，通过
“雪亮工程”，防疫人员可远程 24 小时巡
查各出入口等部位的车辆、人员出入以及
执勤人员履职和志愿服务岗情况。

“我们发挥网格化平台系统大数据优
势，通过摸、排、管、控、服开展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利
用网格化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楼栋、实有
单位“四实”信息平台的数据优势，以“网格化+
大数据”构建网格地毯式排查和指向性定点排
查的双排查机制，实现精准定人定位。

为了从源头上加强严控，岳阳楼区将
湖北来岳的手机号码，与网格化信息进行
大数据比对，比对出的人员信息分发至基
层社区，再通过网格员责任到人、精准到
户，落实登记制度和居家观察措施。

截至目前，全市通过“网格化+大数
据”，共比对信息65218条，为防疫指挥部
科学决策、协调部署提供信息支撑，织密
织牢了阻断疫情传播的防控网。

网格员化身“防疫卫士”
激活基层防疫“神经末梢”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是“外防
输入、内防扩散”的关键防线，但也是工作最难
开展的一个环节。如何快速排查社区人员情
况从而进行有效管控，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今天身体情况怎样，体温多少，有没
有发烧、感冒？有什么需要我都可以替你

们买。”每天，华容县章华镇北街社区 90
后网格员胡蒙都会主动上门，为辖区居家
隔离居民上门量体温、送菜，尽全力为隔
离在家的居民服务。

疫情期间，我市全面推行“网格长+
网格员”负责制，由包村（社区）的党员干
部和包小区、单位院落的单位负责人、驻
企业的联络员等担任网格长，村居两委工
作人员、办点干部、城乡社区工作者、物业
管理、居民骨干以及“五老一新”平安志愿
者等群防群治队伍兼任网格员，将网格内
所有住户、流动人口全部纳入管控，努力
做到防控“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我市实行网格
化管理、小单元作战模式，以村民小组、小
区楼栋、企业车间为基本单元，将过去
300-500户规模网格细化为30-50户的二
级小网格，确保网格轻装上阵。”市委政法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数万名网格员利
用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中争当最美“逆行者”。

激活基层“神经末梢”，筑牢疫情“防
控网格”。这些网格员不仅要全面摸排居
民情况，查找网格内是否有发热、咳嗽、乏
力、腹泻等症状人员，还要全面管控人员
进出，同时保障居民生活，为网格内隔离
人员提供“代办”“跑腿”等“点单式”服务。

基层治理网格化，让我市防疫工作关
口前移、触角延伸、重心下沉，构建起了

“群防群控、严防死守”格局，打通了基层
防疫的“毛细血管网”，把防疫工作下沉到
了社区千家万户。

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岳自资土网挂告【2020】04号

经岳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并委托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网上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

岳土网挂（2020）
04号

挂牌报价起始时间

2020年03月
26日09时

保证金截止时间

2020年04月
07日17时

挂牌报价截止时间

2020年04月
09日10时

限时竞价开始时间

2020年04月
09日10时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本次的网上
报价；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申请人须承诺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
贷和募集资金，并提供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
得申请参加：

（一）欠缴岳阳市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二）尚有依法取得的土地超过 6 个月以上没有开发建设的。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仅限于网上竞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见《岳阳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

等文件。有意竞买者登录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门户网站（http://ggzy.yueyang.gov.cn）点击交易平台进入自
然资源交易系统进行查询。申请人可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
程序参加竞买。申请人须全面阅读有关挂牌文件，也可到现场踏勘挂牌出让宗地，如有异议，应当在提
交竞买申请前向市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意见。申请一经提交后，即视为竞买人对挂牌文件及宗地现状
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宗地信息咨询电话：0730-8287737
交易流程咨询电话：0730-2966696
七、本次网上挂牌交易出让文件若有变更以出让前最后公告为准。

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03月06日

（一）交地时间：成交价款付清后三个月内交地。
（二）动工时间：交地之日起一年内。
（三）竣工时间：动工之日起三年内。
（四）交地条件：拆迁后的现状土地（宗地内地上、地下管网迁改及费用概由受让方负责）。
（五）土地成交后，由岳阳楼区人民政府负责将土地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条件和期限移交给土地受让

人。
（六）受让人在建设过程中，应按照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

施意见》（岳政办[2017]22 号）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二、出让人、挂牌人
出让人：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挂牌人：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有关时间：

宗地编号

岳土网挂
（2020）

04号

宗地位置

岳阳楼区东茅岭办
事处学坡社区，东
临云梦路、西靠娃
娃塘、南抵东风广
场、北至云梦宾馆。

用地面积（㎡）

3541平方米
（合5.3亩）

土地
用途

商服
用地

出让
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经济技术指标

计容建筑面积≤30000㎡，其中：商业建筑积≤29910㎡，物业管理用房≥90㎡；容积率≤8.5；建筑密度≤32%；绿
地率≥15%；建筑限高≤100米。特别说明：1.该宗地须与工人文化宫及东风广场改扩建项目地下车库出入口
共用，通道连通，地下车位互通，并满足相关规范配建要求；2.停车泊位：按岳阳市相关文件执行；3.海绵城市
按照《岳阳市海绵城市规划管理技术导则（试行）》执行；排水管网雨污分流、装配式建筑、生态绿城、绿色节能
环保、充电桩、文化体育等及其他配套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等应符合国家、省、市相关规定要
求；公厕、垃圾站及垃圾分类设施等应满足城管部门要求；4.未尽事宜：受让人应服从城市规划相关要求。

起始价
（万元）

7235

保证金
（万元）

3620

加价
幅度

（万元）

50

交款时间

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一个月内支付成交价
款的 50%，剩余价款
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付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
关规定，现将项目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

网 络 链 接 ：http://www.hjdmi.com/
news/2/，纸质报告可在建设单位办公室。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矿区及周边2.5km范围内。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为：http://

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名称：湖南黄金洞大万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石 盛
联系电话：15752116080
邮 箱：414865311@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湖南黄金洞大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摇钱坡金矿6万t/a
采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胥望因保管不善，将岳市国用（2012）
第 k1597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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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 望
2020年3月5日

周晓容因保管不善，将 2006KS00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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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容
2020年3月5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周晓容因保管不善，将房屋所有权证第
037144号房产所有权证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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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声明该房产所有权证作废。特此声明。
声明人：周晓容
2020年3月5日

房产所有权证遗失声明

●岳阳君时达货运有限公司湘F2468挂
（黄色）道路运输证不慎遗失，证号：湘交运管
岳字430600201121号，特声明作废。

●戴波医师执业证书不慎遗失，编号：
110430600002185，特声明作废。

●岳阳楼区新百合酒店不慎遗失行政公
章壹枚，特声明作废。

●岳阳市岳阳楼区万笑堂药房(普通合
伙)财务专用章遗失，特声明作废。

●岳阳市昌环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不 慎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570002022801，账号：80150308000002269，
开 户 行 ：华 融 湘 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岳
阳云溪支行，特声明作废。

市县巡察是党的巡视工作重
要组成部分，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制
度安排。

2019 年，是巡察工作深入发
展的关键之年。

党中央对推进市县巡察工作
作出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高质量推
进巡视巡察全覆盖；全国市县巡察
工作推进会也明确要求，市县党委
要履行主体责任，切实把巡察工作
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任务、重要载
体，认真组织实施，务求取得实效。

省委继续加强对市县巡察工
作的指导，组织召开全省巡察工作
推进会，开展巡察业务培训，到市
县进行调研指导，推动全省巡察工
作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

市委高度重视，全力推进巡察
工作。市委书记13次就市县巡察
工作作出批示和指示，并先后3次
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五人小组”会
议听取巡察工作汇报；今年2月26
日，市委书记王一鸥专题听取市委
巡察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市委巡
察工作；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领
导小组组长林彰良多次到巡察机
构调研工作，指导解决具体问题，
全市巡察工作朝着制度化规范化
科学化的方向迈进。

截至 2019 年底，七届市委共
组织开展7轮常规巡察，6轮专项
巡察，巡察市直单位党组织87个。

贯彻政治要求 查找政治偏差

2019年，市委巡察坚持将“两
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切实
增强巡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找准
角色定位，认真开展政治巡察。

市委巡察办主任黄定军表示：
“通过巡察查找体制机制弊端，促
进改革，完善制度，能有效规范权

力运行，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紧
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
觉。”

把巡察作为净化政治生态的
重要抓手，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
新形势、新任务，聚焦关键少数，着
力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和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全年
共发现各类信访反映、问题线索
821 个，督促立行立改、即知即改
问题371个，先后向有关部门交办
信访反映问题112个，移交市纪委
监委、市委组织部线索63件，办结
18件，立案查处27人，其中处级干
部11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人，
组织处理 24 人；各单位共补缴党
费480人次4万元，退缴违规发放
津补贴2369人次1262.86万元；清
理超面积办公室9间，发现并处理

“三超两乱”人员 35 人，违规停薪
留职11人；纠正混编混岗57人；清
退违规接待费791万元，清收清缴
各类违规资金4.81亿元。在维护
党规、严明党纪、改进党风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
么，就坚决巡察什么、纠正什么。
2019 年，市委启动“最多跑一次”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巡察，就
是积极响应群众和企业对进一步
优化“跑改”工作、改进政务服务呼
声的体现。

巡察中，共走访国有大型企业
和民营企业 90 余家，暗访基层站
所、窗口 300 余处，回访办事群众
150 余人次，做到了到一线找问
题、在一线听意见，督促42家单位
立行立改相关问题148个，真正让
广大群众看到了巡察带来的新作
风、新变化、新气象。

抓实巡察整改 增强整改实效

巡而不改，不如不巡。市委一

直以来把抓巡察与抓整改放在同
等重要的位置，市委书记每轮听取
巡察情况汇报都坚持点人、点事、
点问题，并对整改工作提要求。市
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做到每次线
索处置必议、整改情况必报。

2019 年，领导小组成员参加
巡察动员会、进驻会、反馈会53人
次，参加“双约谈”等具体工作 42
人次，全方位督促被巡察单位党组
织担起整改责任，落实整改措施。

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全
力支持巡察办、巡察组工作，做到
无缝对接、协同作战，对巡察移交
的问题线索，一律优先处置、严查
严办。

巡察办、组优化整改机制，形
成巡察、反馈、整改、回访督查的工
作闭环。采取新一轮巡察启动时，
立即对上一轮巡察整改督查回访
的做法，增强被巡察单位整改的紧
迫感，防止出现巡察整改不推不
动、问题久拖不决的现象。同时，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开展，要求被巡察单位在主题
教育的专项整治活动中，对巡察整
改进行自查自纠，补短板、堵漏洞，
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

2019年，市委在启动第六轮、
第七轮巡察时，分别组建1个回访
督查组，对七届市委第四轮、第五
轮和第六轮巡察的48家市直单位
进行巡察整改回访督查。督查显
示，被巡察党组织对整改的重视程
度明显增强，市委第四、第五和第六
轮巡察反馈问题 1549 个，已整改
1508个，整改到位率达到97%以上。

推进交叉巡察 加强上下联动

基层“熟人社会”“人情干扰”
一直是阻碍巡察工作深入开展的
绊脚石，岳阳在全省先试先行，通
过率先开展交叉巡察，在市县巡察

上下联动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
得了良好成效。

2019 年，市委巡察办组织指
导12个县市区成立70个交叉巡察
组对95家县直部门单位和乡镇开
展了巡察，共发现一般性问题
2360 个，问题线索 209 条，指出即
知即改、立行立改问题313个。统
计分析近两年的巡察数据，等同力
量的县级交叉巡察比县级常规巡
察所发现的问题线索数高出41%，
成案率高出25%，交叉巡察的优势
得到了充分展现。

交叉巡察在破解“熟人社会”
监督难上作出了有益探索，同时，
它也是市县巡察上下联动的一条
纽带。借交叉巡察之机，市委巡察
办对全市的巡察力量进行统筹安
排，打乱重组，让各县市区的巡察
干部有了深入的接触和交流，通过
互相学习各自的先进经验，不断提
升自身业务水平。

加强市级对县级巡察工作的
指导，也是提高全市巡察工作质量
的关键，2019年10月，在交叉巡察
开展过程中，市委巡察办组建两个
指导组对全市交叉巡察开展情况
进行督查指导，对各县巡察机构也
同步进行了全方位、全流程的工作
指导。在交叉巡察深入开展的这
几年，全市各县市区巡察工作也形
成了整体推进的良好态势。

当前，中央、省委、市委对巡察
工作越来越重视，人民群众的期望
值也越来越高，给了市委巡察工作
进一步深入推进的动力与压力。
2020 年，市委巡察机构在市委和
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坚强领
导下，将继续强化责任担当，坚持
群众路线，擦亮巡察利剑，为构建
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推动岳阳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政
治保障。 （岳 纪）

擦亮巡察利剑 构建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
——我市深入推进巡察全覆盖工作纪实

君山区柳林洲街道二洲子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许国筹在疫情发生后放弃休
假，积极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并响应
党员捐款号召，带头捐款1000元。

平江县驻北京市流动党支部书记黄木
仁率先在微信群发起爱心捐赠，你500、我
1000……爱心接龙在微信群响个不停，102
名党员第一时间纷纷响应。短短几天，支部
党员捐款达11.27万元。

市一人民医院党员杨清英身患癌症，
经历4次化疗，在这次疫情期间，她没有因
为身体原因退缩，从大年初二开始，就一直
坚守在市一人民医院南院工作岗位。党支

部组织捐款时考虑她的特殊情况并没通知
她，但她主动联系党支部并坚持捐款。

两新组织党组织和党员在抗击疫情工
作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岳阳市湘北女子
职业学校董事长、党支部委员黄凤娇带头捐款
15000元，第一时间号召全体教职员工慷慨解
囊，全校277名教职员工共捐款5.7万元。

捐款活动正在进行中。点点爱心、照
亮希望，笔笔捐款、汇聚暖流。广大党员
力所能及奉献爱心，凝聚起同舟共济、抗
击疫情、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据统计，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14 万多名党员自愿
向党组织捐款1420万元。

（上接第1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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