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土尽责“疫”无反顾
——湘阴县南湖洲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

□本报记者 彭扬飞 见习记者 王安琪 熊
松元 通讯员 张世昱

己亥岁末,庚子新年，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湘阴县南湖洲镇
往日的安宁。如何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南湖洲镇党委、政府主动
担当，科学决策，与全镇居民一起迎难而
上，攻坚克难，谱写了一曲守土尽责、“疫”
无反顾的新时代凯歌。

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南湖洲镇开展逐村逐户逐人
的拉网式、地毯式大排查，共摸排出返乡的
重点人员549人，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9
人。为防止疫情输入风险，该镇对这些返
乡重点人员采取居家隔离措施，安排专人
严密管控，镇指挥部4名工作人员每天电

话回访，开展心理疏导。
外防输入也是阻断疫情传播的关键一

环。为此，南湖洲镇全面落实“六级隔断”
措施，关停各类渡口10处，设立隔断点295
个，在干堤等镇村绿色通道组建临时党支
部18个，设立党员先锋岗18个，24小时轮
班值守，加强对出入车辆的劝导。同时，该
镇组建常态化巡查队，对辖内超市、网吧、
KTV、宾馆、饭店等场所进行排查、管控。
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排查关停娱乐场所
145家；取消或延迟办理红白喜宴191起；
乔江河村不听劝阻、妨碍公安执法的汪某
某等2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
处罚。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生产和
复工复产。南湖洲镇将全镇划分为5个第
一网格、22个责任网格、79个片区网格，按

照“网格化管理、小单元作战”模式，坚持
“一把手”带头抓，“一张网”抓防控，“一盘
棋”抓统筹，“一竿子”抓到底，形成“多人一
企”服务格局。目前，全镇8家企业、10余家
农资经营门店均有序复市。该镇还以百树
山惠农服务公司为龙头，在各村(社区)合作
社配合下，积极开展购买防疫物资、储备农
用物资、组织农户种植等工作。在春耕备
耕的关键时期，20多户稻虾综合种养规模
大户和5家规模稻蔬种植大户全部复产。

恪尽职守，英勇无畏，领导率先垂
范，以身作则。南湖洲镇镇长郭浩义的
母亲住院需要动手术，1 月 23 日下午，在
湘阴县城仅仅停留一个小时稍作安顿，
然后他就立即赶回镇里紧急召开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调度会，进入作战
状态。大年三十，郭浩义一早就下到各

村（社区）查看防疫情况，督促镇村部门
干部和医护人员,务必将排查、检测、隔
离措施落实到位。当晚，他又带领值班
负责干部前往南湖卫生院，看望在一线
值班的医护人员，调度疫情防控、检查医
疗物资库存情况等。在得知从武汉回来
的某村民身体不适后，他迅速联系相关
医务人员，将患者送至湘阴县人民医院
救诊，并将与患者有过接触的人员迅速
隔离。

“我们将深刻把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
济运行带来的挑战，进一步增强发展的紧
迫感、责任感、使命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
性，把短期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努力把
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对夺取疫情防
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
利”，郭浩义充满信心。 本报讯（记者 彭扬飞 见习记者 王安琪 熊松

元 通讯员 刘 丽）自春耕备耕工作开展以来，为有效
稳定全镇双季稻生产，提高早稻育秧专业化、社会化服
务水平，湘阴县湘滨镇广泛宣传、统一部署，扎实开展
早稻集中育秧。目前，该镇共有集中育秧点11个，大
田面积1800亩，后续将扩大规模，力争早稻完成专业
化集中育秧大田9000亩，推动水稻生产专业化、规模
化、机械化发展，全面完成2020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集中育秧能有效解决早稻生产中存在的缺技
术、缺劳力、成本高及直播蔓延等突出问题，秧苗品
质高、产量大，符合市场主流需求。连日来，湘滨镇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和村（社区）干部奔走
于农户家里、田间地头，积极督促、指导落实集中育
秧任务。为更好地指导农户开展集中育秧，确保各
项技术措施及时到位，湘阴县农业农村局还派出了
早稻集中育秧指导员深入现场指导育秧工作。

湘阴县湘滨镇

集中育秧助春耕集中育秧助春耕

岳阳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岳县自资土网挂告【2020】08号

经岳阳县人民政府批准，岳阳县自然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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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县网挂
（2020）08号

宗地位置

岳阳县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

用地面积（㎡）

8045.3㎡（合12.0680亩），四至
范围以宗地图为准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经济技术指标

计容建筑面积不小于5635㎡；容积率不小于0.7；建
筑系数不小于30%；绿地率不大于12%

起始价（万元）

260

保证金（万元）

60

加价幅度（万元）

10

交款时间

《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30
日内缴清成交价款。

（一）交地时间：自缴清成交价款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由县土地储备中
心、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与竞得人办理土地移交手续。

（二）交地条件：现状条件。
（三）特别说明：
1、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所涉及的相关税费由竞得人缴纳。
2、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后的开工时间为出让合同中约定土地

交付之日起6个月内，竣工时间为开工之日起2年内。
3、竞得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

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60日，
经出让人催交后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有权
解除合同，竞得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有权重新组织出让并由竞得人
赔偿相关损失。

4、根据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提供的《腾地移交承诺书》，出让成交后在
资产移交过程中引起的纠纷由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负责处理。

5、竞得人所投资工业项目必须符合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的
《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的规定。

二、出让人、挂牌人
出让人：岳阳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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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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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缴岳阳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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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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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竞买者登陆岳阳县公共资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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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762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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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地编号

岳县网挂
（2020）08号

挂牌报价
起始时间

2020年04月
23日09时

保证金截止
时间

2020年05月
06日17时

挂牌报价
截止时间

2020年05月
08日15时

限时竞价
开始时间

2020年05月
08日15时

岳阳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04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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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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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号

宗地位置

位于梅溪乡
延寿村，

望岳路以南

用地面积（㎡）

3138.4㎡
（4.7亩）

土地用途

商服（加油
加气站）

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经济技术指标

计容建筑面积≤653.8㎡，其中站房≤389.3㎡，罩棚≤264.5㎡。建筑密度≤22.9%；容积率≤0.21；绿地
率≥14.3%；停车泊位≥6个（含充电车位3个）。说明：1.项目进出通道及配套设施须与项目东侧老陇
坡安置小区进行共享。2. 海绵城市、装配式建筑、生态绿城、绿色节能环保、充电桩、污水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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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价（万元）

2420

保证金（万元）

1700

加价幅度（万元）

20

交款时间

出让合同签
订之日起一
个月内付清。

（一）交地时间：成交价款付清后一个月内交地。
（二）动工时间：交地之日起六个月内。
（三）竣工时间：动工之日起三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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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特别说明：
⑴挂牌成交后一个月内受让人必须凭商务部门加油站规划确认文件和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拍挂成交确认书》等，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否则，按违反《出让须知》依法取消竞得资格。

⑵加油站建设必须在交地后六个月内动工，在交地后九个月内竣工验
收，否则，按违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出让须知》的约定严格
处置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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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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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竞买者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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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地编号

岳土网挂
（2020）05号

挂牌报价
起始时间

2020年04月
23日09时

保证金截止
时间

2020年05月
06日17时

挂牌报价
截止时间

2020年05月
08日09时

限时竞价
开始时间

2020年05月
08日09时

岳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04月03日

本报讯（张 勇 刘思思）为进一步提振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续保持积极向上的工
作状态，进一步强化行动落实，近日，南湖新
区南湖街道办事处召开负责干部大会。会

上，对在去年工作中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
25个先进单位和40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刘山庙社区负责人等作了表态发言。

南湖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葛明客观总结

了去年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全面部署
了今年的工作，明确了推进今年工作的具体措
施。葛明强调要认真落实各级会议精神，动员
街道上下，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克服疫情影

响，全力化危为机，努力做到“两手抓”“两手硬”
“两手赢”，推进街道高质量发展，向党和人民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努力推动街道各项工作
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再创新成绩。

南湖新区南湖街道办事处 化危为机 推进街道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彭扬飞）“同志，这是我
们家今年的卫生保洁经费，又要辛苦你们
了！”还没等村民理事会同志进门，岳阳县
中洲乡中洲村的李爹就把50元钱塞到了
理事会同志手里。原来，为更好响应乡村
振兴战略，进一步提升全乡的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水平，经外地考察、实地调研、座谈
商讨，中洲乡积极创新工作方式，实施环境
卫生整治理事会工作模式。

目前，全乡共成立10个环境卫生整治
理事会，大多由3—5人组成，以有威望的

离任村干部或党员、组长为主。按 15 元/
人/年或50元/户/年的标准向农户收取年
度卫生保洁经费。理事会成员担任着村里
垃圾分类“指导员”、乡风文明工作“宣传
员”、垃圾收集转运工作“督促员”、保洁工
作“评分员”等多重身份。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关键。据了解，
中洲乡还形成了“一约四会一队”制度，即
出台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
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和村民劝导
队，做到有人管事、有章理事，遏制大操大

办、攀比炫富等陈规陋习。同时，选树典
型，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深化道德实践活
动。疫情期间，该乡共劝导红白喜事 19
起，实现了疫情防控期间红白喜事零操
办。依据村规民约，严格兑现奖惩，出台村
级红白喜事红黑榜，去年共通报批评 15
人，立案14人，发放奖金32万元，形成了健
康向上的民风民俗。

在建设秀美家乡的路上，人人都是参
与者、人人都在唱主角。在共谋共治、共管
共评的工作模式下，去年中洲乡累计清理

农村垃圾4278吨、配备农村保洁员56个、
垃圾清运员22个、疏浚沟渠86.5公里、治
理黑臭水体129处、绿化主干道76.5公里、
安装路灯1097盏。空心房整治方面，去年
共拆除空心房417户61514.26平方米。

如今，中洲乡乡村道路整洁靓丽，湖泊
沟渠通畅干净，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一幅

“现代农业兴旺、生态环境优美、公共设施
完善、乡村治理有效”的富饶美丽幸福新中
洲画卷已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岳阳县中洲乡 群众当主角 村民理事会理出乡村美

本报讯(张 勇 李大群)3月31日，临湘市云湖街
道办事处“文化扶贫走进农村”微宣讲活动在大岭村
拉开序幕。这是云湖街道办事处创新理论宣讲方
式，通过小切口剖解大问题、小话题阐述大主题，把
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讲清楚、讲透彻，积
极利用文化扶贫宣传改变群众落后的思想观念，增
强群众的文化学识和技能，助力脱贫攻坚战，形成人
人学习、全力脱贫、共同致富的良好氛围。

微宣讲活动现场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扶贫故
事和励志创业致富的典型事迹，面对面地向群众呈
现扶贫政策，进一步提升群众对精准扶贫政策的知
晓率，激发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精准脱贫
工作从治标向治本的根本转变。据悉，今年还将结
合党建引领话题在其他村、社区进行巡回宣讲。

临湘市云湖街道办事处

开展开展““文化扶贫走进农村文化扶贫走进农村””微宣讲微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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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他项权证明遗失声明”内容如下：中国银

行岳阳分行因保管不善，将抵押权人中国银行

岳阳分行，抵押义务人湖南省白银新材料有限

公司，抵押他项权证岳房岳阳楼区他字第

037715 号、岳房岳阳楼区他字第 037695 号、岳

国土他项（2008）字第K023号遗失，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现声明该3

本抵押他项权证明作废。发布者：湖南省白银

新材料有限公司，发布时间：2020年3月30日。

该声明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

行发布，系湖南省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擅自以

中国银行名义登报，内容与事实不符，现公告该

声明无效，同时我行保留依法追究该公司相关

责任的权利。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行
2020年4月2日

唐霓：
你位于临湘市长盛西路71号的一套住房

已经在临湘市房地产产权市场管理所交易备
案，房产证号为临房权证长安区字第00000486
号，现李美霞依据房屋交易告知单向我中心申

请办理不动产权转移登记，请你于15个工作日
内来我中心协助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如逾期
未至，我中心将为其直接办理转移登记。

临湘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04月01日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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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协助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公告 中国银行岳阳分行关于澄清“抵押他项权证明遗失声明”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