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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妻子患重病医治花了一些钱，
这几年通过帮扶和自力更生双向发
力，已摆脱贫困。陈爱林为他们更多
通过自力更生摆脱贫困点赞。他对在
场的扶贫工作队员和村干部说，要认
真开展“三回头”和贫困人口分类管
理，用脚力提高执行力落实力，近期必
须对所有贫困户再开展一次全面走访
摸排，排查应保尽保人员是否存在保
障漏项、提标应提未提等问题，一旦发
现全力整改。目前“三保障”问题基本
解决了，但稳定住、巩固好还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要进一步抓实抓细，动态
监测，及时整改，确保“三保障”和安全
饮水问题清零。

种粮大户黄自远组织劳力在田里
放早稻育秧软盘，他对站在田坎上的
陈爱林说，供销部门在供应农药、化

肥、种子等农资方面保障还是很得力
的，农业部门提供了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支持并在项目建设中充分征求采
纳他的竟见，拟自建大米加工厂的农
业设施用地也已获批，目前他在种好
自己的近 2000 亩田地的同时带动周
边贫困户生产。陈爱林边听边点头，
鼓励他继续当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
领头雁，提升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科
技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条，带动更多的贫困兄弟稳定粮食生
产、持续增加收入，户帮户亲帮亲、互
助脱贫奔小康。

陈爱林还实地察看了该村“一村
一园”产业扶贫项目，就做好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与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结合文章与镇、村干部进行了交流
探讨。

本报讯（岳文）笔者日前了解到，
根据《湖南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关于印发湖南省新冠肺炎疫情
分区分级精准防控实施方案的通知》
有关要求，省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
根据各地近一周疫情变化情况，对各
县市区疫情风险等级分类名单进行
了调整。

截至 3 月 15 日 24 时，全省 122 个
县市区中，无高风险等级县市区，无中
风险等级 A、B 类县市区。中风险等
级C类县市区由3个减少为1个，低风
险等级县市区由 119 个增加到 121

个。其中，岳阳市高风险地区0个；中
风险地区C类1个：汨罗市；低风险地
区8个：湘阴县、岳阳楼区、云溪区、君
山区、岳阳县、华容县、平江县、临湘
市。

省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各地要继
续按照分区分级防控工作部署，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策略，不麻痹、
不厌战、不松劲，抓紧落细各项防控措
施。特别是在当前疫情已进入全球广
泛传播的阶段，要严密防控境外输入
疫情。毗邻湖北省的县市区，要继续
加强协同协作，做好防控各项工作。

湖南各县市区疫情风险等级调整湖南各县市区疫情风险等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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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下一步，岳阳
要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夯实开放
平台、做强实体经济、拓展国际物
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外贸工作创
造岳阳经验、走在全省前列，为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会
上，何报翔还就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建设、岳阳港功能定位等提出了
具体要求。

李 爱 武 就 支 持 省 港 务 集 团 发
展、建设对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
和交易中心、开展外贸制度创新等
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她表示，后
段岳阳将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和结果导向，加快打造湖南对外开
放的“桥头堡”，奋力跑出岳阳开放
崛起的“加速度”，以外贸高质量发
展推动岳阳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上接第1版④）

切实解决“化工围江”问题的长江经济
带龙头项目之一。该项目产能按60万
吨/年规划，全产业链拟投资208亿元，
2025年全面建成投产后，有望实现年
产值188亿元、利润35亿元、税费18亿
元，将解决约3000人的就业问题。

向伟雄要求，要按照“4月底前打下
第一根桩”的目标，明确任务书、路线

图、时间表、责任人，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强力推进项目建设。要利用当前晴
好天气的有利时机，加班加设备，确保
项目按照预期目标顺利完成。要苦干
实干加巧干，指挥部工作人员和项目负
责人须积极作为，在抓好防疫和安全的
前提下，集中力量，科学规划，强力推进
项目建设，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

（上接第1版③）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楚强
调，做好新时代全市政协系统党建和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准确把握形势，
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持续把党建和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扛在
肩上、落实到行动上，认真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以党建
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一
体推进，努力实现“两全覆盖”。坚持
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努力实现
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的全覆盖、党的
工作对政协委员的全覆盖，着力加强
政治建设、深化思想建设、完善组织建
设、改进作风建设、抓严纪律建设，不
断提升新时代政协党建工作的质量和
水平；要狠抓关键环节，纵深推进廉政
建设。坚持在严格落实“两个责任”、
扎实开展廉政教育、有效防控廉政风
险、着力加强执纪监督上绵绵用力、久
久为功，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向纵深发展，为政协履职创造良好环
境；要坚持常抓不懈，不断强化履职保
障。对标对表新要求，紧密联系工作

实际，在突出党组领导、突出制度保
障、突出创新驱动、突出特色彰显和突
出监督融合上下功夫，多措并举推进
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林彰良从如何“把握新形势、明确新
任务和落实新要求”三个方面，就市政
协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
出了指导意见，并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
心支持纪检监察工作，共同为岳阳经济
社会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武从“为什
么要抓政协党建、政协党建重点抓什
么、怎么抓好政协党建”三个方面进行
了精准指导，希望市政协系统奋力推
动党建工作开创新局面，为岳阳党的
建设创造更多经验。

会议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失
守的初心》，听取了市政协系统党的建
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报告。市政协
机关干部和30个界别组长参加了主会
场会议，各县市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分别在各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实况。

（上接第1版⑤）

邹常忠还随车护送 3 名村民前去面
试，并亲自将收集到的新金宝工厂车
间和这里的工作、生活环境传至村民
微信群，以便向该村已退出贫困户序
列的家庭和个别未脱贫村民做就业
宣传。

同时，为了保障外出务工人员的
安全，驻村扶贫工作队还贴心地为他
们提供必备的防疫用品，让他们能放
心出门。截至目前，驻村扶贫工作队
在支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已组织外
出务工185人，其中省外务工125人，
省内60人，现正准备外出务工人员有

6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36人。
“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关键时期

我们更应该战斗在一线。”作为驻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自疫情防控以来，
邹常忠心系咏生防控一线，在市派驻
村办明确驻村的第一时间后，他便与
驻村工作队副队长胡慧、队员唐燕拎
着两件方便面返岗履职，全面摸排、
巡查值守、宣传教育、落实防控等工
作，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众缺少物资的
难题，在助力咏生村“防疫网”织得更
牢更密的同时，也让脱贫攻坚的步伐
走得更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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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电力客户，为确保供电设备正常运行，我公司决定对：
湖南省岳阳市开发区110kV金盆变电站10kV金长线大岳支线 1、网改：金长

线150-207#杆间线路换杆换线；2、线路通道治理；3、大岳支电缆改接金盆变332
间隔

停电时间：2020年03月20日07时00分至2020年03月20日19时00分。
停电范围：湖南省岳阳市【开发区】：花果易家小区、银光竹木公司、花果畔竹木市

场公司、湘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公司、汾水垅菜家台区小区、汾水垅桐家小区、汾水
垅油毡厂小区、铸造厂公司、汾水垅港头小区、汾水垅社区小区、港头二小区、高铁公
司、路灯箱公司、君临国际公司、汾水垅许家小区、廖家小区、路灯公司、乔石二小区、
乔石三小区、看守所基建公司、移动基站公司、乔石水库小区、高速基建公司、乔石小
区、移动公司、花园涂家小区、曹家小区、高速基建公司、花园上小区、公城上小区、公
城下小区、公城林家小区、花园下小区、大龙坡生态农庄公司、联合排阵小区、联合小
区、向阳西岸小区、向阳小区、土马上小区、孙家小区、科德公司、土马下小区、高速基
建公司、平地碾铺小区、平地廖家小区、平地小区、平地林场小区、吉福公司、水库公
司、上信小区、信城小区、高速基建公司、韩龙墓山小区、韩龙小区、砖厂公司、平龙机
关小区、龙桥小区、平龙小区、平龙付家小区、蒙铁27标段公司、双桥上小区、双桥小
区、双桥下小区、联合二号小区、双桥平地中学小区、刘家坝小区、迎风西袁小区、迎风
小区

● 岳 阳 美 景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
4306000039237，声明作废。

●岳 阳 云 嘉 公 用 事 业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
4306000078358，声明作废。

●何安琪遗失湖南航天医院住院医疗收费票据，票号：
0038714202，金额：9868.13元，特此声明原件作废。

●何安妮遗失湖南航天医院住院医疗收费票据，票号：
003871419X，金额：10167.95元，特此声明原件作废。

●周小花（房屋权利人）不慎遗失房屋所有权证（原所有权
人：岳阳市新城实业总公司），房屋坐落岳阳楼区五里牌办事处高
山坡社区，建筑面积97.31平方米，所有产权证号:202901（原产权
证号：198941），特声明作废。

●黎炜程(身份证：43068119981016371X)不慎遗失湖南中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证，毕业证书编号：020303180045，特声明作废。

● 李 林 不 慎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30601600129314，特声明作废。

●湖南远山茶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343060200266070W，特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停电公告

屈原管理区天问街道办事处
凤凰社区幸福村居民刘东鹏用十
几年的坚持，把雷锋精神融入了
血脉，他助人为乐的事迹广为传
诵，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活雷
锋”，并被评为岳阳市道德模范。

2004年初，刘东鹏利用借来的
4 万元钱，组织社区的几名青年创
办了家电维修服务中心，平价卖
米、卖油、卖气，义务为居民提供送
米、送油、送气服务，免费维修家用
电器。十几年来，家电维修服务中
心的人换了几茬，只有他一直坚守
在岗位上。他先后为当地居民发
放便民服务卡近万张，免费为街道
居民上门维修电器。他真诚地对
待每一位顾客，尽心竭力为顾客、
为邻里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
平凡的事迹中透着感动，温暖着身

边的每一个人。
2008 年元月，天气恶劣，路面

湿滑。当月的一天，凤凰社区的一
户群众家中缺气，要求送气，当时
服务中心只剩下刘东鹏一人，面对
这难行的路面和刺骨的寒风，他没
有半点畏缩，放弃摩托车，改用三
轮车，拉上一罐66斤重的液化气扶
着前行，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向
住户家挪去，途中摔了3次，平常3
分钟的路程，竟然用了40分钟才走
完。在那场罕见的冰雪灾害中，他
的服务中心克服重重困难，为居民
上门免费服务900余次。刘东鹏待
人和气，乐于助人，哪家有困难、有
难事，他随叫随到，毫无怨言。

原汨纺改制以后，很多青壮劳
力都到沿海打工去了，当地留下
了不少空巢老人，照顾这些老人

成了刘东鹏又一份工作。他收集
了空巢老人的电话号码，建立联
系卡，主动为他们送米、送油、送
气。一天晚上 11 点，忙了一天的
刘东鹏刚洗完澡准备睡觉，他的
手机响了，幸福村的一位老党员
说自己重病不能行走，人很不舒
服，刘东鹏听后心急如焚，急忙穿
起衣服直奔老人住处，把老人从
四楼背下来送往医院治疗，一直
忙到第二天清晨。

十余年来，刘东鹏坚持以一颗
赤诚的心来面对自己的事业，把助
人为乐记在心上、抓在手上、体现
在行动上。他以一点一滴细小的
行动践行着对社会、对群众的倾情
奉献，诠释着自强不息、助人为乐
的传统美德。

本报记者 李 婷

助人为乐助人为乐““活雷锋活雷锋””
——记岳阳市道德模范刘东鹏

□文/图 本报记者 侯 勇
通讯员 何 可

3 月 17 日一大早，华容工业集
中区内，康沃医疗的生产线正高速
运转,近百名返岗复工的工人正 24
小时分班生产医用口罩。

“我们率先全省推出线上招聘
服务，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找到高
薪工作，大大方便了他们返岗复工，
也有效缓解了用工荒和就业难的矛
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社局
局长尹家辉表示，为应对严峻的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市人社部门
通过“线上”精细服务与“线下”精准
引导，在确保防疫要求的同时，出台
多项举措帮助农民工返岗复工。

“码”上送岗4.2万个
近万人扫码求职

湖南康沃医疗用品生产车间
内，一条全自动生产线正高速运转，
一只只崭新的口罩从机器口中“吐”
出。返岗工人潘新明在产线两端来
回走动。

“感谢人社部门的帮助，有了他
们的线上招聘，我们生产线上的工
人复工率超过了90%。”企业负责人
李毅说，他们是省内重点医疗用品
生产企业，疫情发生以来他们加足
马力生产，但流水线上严重缺人，
市、县两级人社部门闻讯而动，利用
线上招聘，短短几天就帮他们招来
了20多名返岗工人。

无独有偶，位于经开区的贝烨
医疗公司，也存在缺工问题。市、区
人社部门了解情况后，紧急发布招
募令，并从信息平台中调取当地未
就业劳动力信息 300 多条，逐一电
话问询，逐个动员上岗。截至目前
共帮助这家公司招工70多人，确保
了口罩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我们还向全市86家企业发放
了 1008 万元稳岗返还资金。”尹家
辉介绍，年初，我市在全省就率先暂
停现场招聘活动，并启动“岳阳云就
业”服务，倡导“不出门应聘、不见面
招工”，“岳阳云就业”注册企业达到
1181家，发布招聘岗位41855个，涉
及30多个行业、200多个工种，已应
用求职二维码精准服务2.8万人，与

此同时，人社部门还动员1351名就
业信息员和 315 名农村劳务经纪
人，就近采集招聘求职信息，充实

“岳阳云就业”平台大数据，实行“码
上”送岗位，精准推送服务资讯，春
节后累计提供电话咨询、网络服务
2.84万人次。

“店小二”贴心服务
帮助农民工有序返岗

测体温、登记信息……日前，一
番防疫检查后，临湘市长安街道路
口铺村村民乔豹提着大包小包行
李，终于登上了开往新金宝工厂的
大巴车。

这一天，与乔豹一起搭乘这趟
“春风直通车”的，还有 136 名外出
务工人员。“感谢人社部门的‘牵线
搭桥’，将就业岗位直接送到了我家
里。”年前，在外打工的乔豹返乡过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正发愁

来年的工作问题。
正当乔豹一筹莫展时，春节期

间，村级就业信息员上门了。“疫情
还未结束，新金宝正在招工，收入和
待遇都好，你可以考虑一下。”得知
乔豹有想法，村级就业信息员乔军
文送来招聘简章。

乔豹当即下载“岳阳云就业”平
台，成功扫码报名。令他高兴的是，
这份工作不仅能为他带来每月四五
千的收入、缴纳“五险一金”，还能享
受购房、公租房、子女就学等便利。

疫情当前，如何让农民工兄弟
留得住、好择业、能上岗？全市人社
干部已深入 18 个农民工返乡重点
监测乡镇和 9 个重点产业园调研，
有序组织进村镇、进社区、进企业摸
排，已联系监测务工人员4.5万人，
联系跟踪 958 家企业，全力引导农
民工就近就地就业。

春节期间，我市农民工返乡总

数达72.3万人，截至3月10日，返乡
农民工已返城返岗57.25万人，仍有
未返岗农民工有15.08万人。

为了让这些农民工留在本地就
业，我市还在全省率先明确一次性
吸纳就业补贴等实施标准，帮助企
业稳定用工、转岗转业、吸纳就业；
同时对筛选认定的 13 家暂时性经
营困难企业，将给予系列政策帮扶，
涉及资金总额达到6000万元。

“我们为供需双方提供‘保姆式’
服务，不仅帮企业摆脱招不到人的尴
尬局面，还能引导返乡人员有序返岗
务工。”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李鹏
杰称，人社部门依托村、社区基层就
业平台，对有意愿外出务工的返岗人
员数量、计划出行时间、务工去向和
就业行业进行全面登记，通过上门送
岗服务和提供“家门到车门”“车门到
厂门”服务，解决这些劳动者不敢出
门、不便出门的难题。

“云端”送来4万岗位
我市着力缓解就业难招工难

组织工人走上招工专用车

本报讯（记者 郝家勇）3 月 17
日上午，云溪区与市交通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举行合作洽谈会。
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
整合双方优势，开展深入合作，促
进双方同步发展。

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
同创新、共同发展”的原则，市交投
集团将依托云溪区位交通、口岸平
台、资源禀赋等优势及政策支持，充
分发挥企业在城市综合开发运营、
产业人才聚集和市场资源汇集等方
面的平台优势。通过组建专业化项
目公司、加大投资合作、承建城市商
业综合体等方式，在智慧城市建设、
基础设施、产业投资与运营、社会事
业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合力
提升云溪区城市品质，促进地方与
企业同步发展。

云溪区与市交投集团云溪区与市交投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