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胡艳兰）在端午佳节

来临之际，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关爱社区困难群众，让他

们度过一个祥和的端午佳节，6

月2日上午，平江县人民法院志愿

服务队冒雨来到平江县民建路社

区开展端午关爱慰问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为困难群众

送去粽子、咸蛋、食用油等物资，并听取他

们的心声和需求，了解近期生活和身体状

况，叮嘱他们注意身体，保持乐观心态，送

上暖心节日祝福，表达了法院对社区困难

群众的真情关爱。

困难群众对法院志愿者们的关怀慰问表

示感谢，此次关爱活动得到了社区居民的一

致好评。

平江法院

端午佳节情意浓端午佳节情意浓 志愿服务暖人心志愿服务暖人心

图为工作人员为困难群众赠送物资。

（上接第1版①）
全力服务改革发展大局，全年收获优良天数

330 天，无重污染天气，PM2.5、PM10 双双下

降；长江岳阳段达到Ⅱ类水质，全市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洞庭湖水质综合

评价达到国家考核要求。接受第二轮中央环

保督察，立行立改成效受到督察组肯定。

公报显示，2021 年，中心城区空气中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PM10、一氧化碳和臭氧年平

均 浓 度 分 别 9μg/m3、25μg/m3、54μg/m3、

1.1μg/m3、140μg/m3和26μg/m3。其中PM2.5、

PM10、一氧化碳年平均浓度均创近三年最好

水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达近三

年最好水平。

公报显示，2021 年，全市水环境质量整体

状况稳定，局部水域水质有所改善。Ⅰ至Ⅲ类

水质比例为82.0%，Ⅳ类水质比例为16.0%，Ⅴ
类水质比例为2.0%；无劣Ⅴ类水质。

从“清澈见底”到“鱼翔浅底”，今年 1 月，

洞庭湖区域水鸟同步调查记录到越冬水鸟74

种，40.4万只，种类和数量均创新高；长江岳阳

段鱼类种群数量持续增加，比禁渔前多了 30

余种。江豚的微笑、麋鹿的倩影、候鸟的欢歌，

已经成为岳阳的三张崭新名片。

此外，中心城区区域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向好。区域噪声（昼间）为52.2分贝，相比2019

年下降0.7分贝；交通噪声（昼间）为68.8分贝，

相比2019年下降0.1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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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扬飞 通讯员 张 霞）
5 月28日，湘阴县南湖洲镇组织党政领导班子

以及 17 个村（社区）总支书记，先后到临湘市

羊楼司镇“竹器双创园”、十三村食品有限公

司、坦渡镇美丽屋场、汨罗市桃林寺镇三新村

等地学习观摩，镇村干部通过走出家门取“真

经”，投身到乡村振兴的“立体课堂”，学习有

效举措和先进做法，为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子”

注入活力源泉。

观摩组走进新湖村美丽屋场，“看”人居环

境整治的着力点，这里道路整洁、绿意环绕，充

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调动群众积极性，形成

共同参与、相互监督的治理氛围。走进娄刘大

屋产业园，“听”经验分享总结产业发展的共同

点，这里千亩成片、瓜果茂盛，该村通过先行先

试、投石问路，不断扩大产业规模 80 亩、200

亩、500 亩，发展到如今的 2700 亩娄瓜产业

园。走进“竹器双创园”，“找”产业振兴的关

键点，这里智能碳化、无醛环保、工艺精湛，通

过引进先进技术创新发展，利用网络平台带

货开拓销售渠道，多措并举形成规模较大的

竹器产业群。走进三新村宅基地改革点，

“问”推动振兴的突破口，这里利用“1+7+10”

分批次平稳推进，坚持党建引领、村民自治、

民主协商，并对超面积房屋实施分阶梯收费，

不断规范建房秩序。在边学边看、边思边想

中，大家既开阔视野、解放思想，又看到差距、

提振信心，通过汲取善用自治规则、盘活自身

资源发展集体经济等“一手经验”，为进一步理

清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群众工作等方面收获

宝贵经验。

“我们要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

做法带回去！”“不出来看看，都不晓得村里也

可以有这么大的产业！”“要将参观学习收获的

经验与南湖深度融合，探索致富好办法！”承载

着满满的干货，大家在返程的大巴车上便开始

讨论、认真谋划。

“学习”是行动，“振兴”是目标。大家纷纷

表示要借鉴学习好的经验做法，结合南湖州镇

实际，转化成适合自身发展的新动力，不断提

升抓党建、抓发展、抓治理的能力，盘活资源、

激发潜力，在推进当前重点工作中出新招、谋

实效，让“典型性经验”转化为“普遍性做法”，

不断激活乡村发展新潜能。

本报讯 （李 惠）为欢庆“六一”国际儿

童节，让社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得到更多

社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5月29日上午，南湖

新区民政局、南湖街道办事处联合岳阳市婚

姻家庭研究会,在南湖新区南湖街道长檀社

区儿童之家举办“童你一起 悦读未来”六一

儿童节主题活动。

上午 9：30，在“破冰游戏”的欢声笑语

中，活动正式开始。全场 45 个小朋友及

家长们在该区民政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开始亲子朗诵《诗意中国》，促进亲子共

读，营造读书氛围，同时也提高孩子们的

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随后，社区工

作人员带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

进法》中的家庭责任相关内容，让家长直

接感受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人

的责任意识。

活动中，南湖新区民政局为小朋友送上

节日的祝福。区民政局、南湖街道办事处、

长檀社区、婚姻家庭研究所成员还为参加活

动的小朋友们精心准备了小礼物，祝他们六

一儿童节快乐，同时还激励参与活动的孩子

们对阅读保持兴趣，鼓励家长多陪伴，与孩

子共阅读。

本报讯（记者 彭扬飞 通讯员 姚 维
黄 思）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国家

的未来。5 月 31 日，在一年一度的“六一”国

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岳阳县城南小学精心安

排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活动。

当天上午，城南小学隆重举行一年级新

队员入队仪式，共计 605 名同学通过学校大

队部的审核，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城

南小学大队部为新队员入队做准备，推出系

列队前教育活动课，帮助预备队员们了解“六

知”“六会”“一做”，开启他们少先队员的美

好新征程。

6月1日，城南小学举行第一届艺术节暨

第三届课后服务汇报演出，孩子们的各种才

艺表演，赢得阵阵掌声，将庆祝“六一”国际

儿童节系列活动推向了高潮。

据悉，城南小学此次庆“六一”系列活

动，从 5 月初的汉字书写比赛拉开序幕，

包括汉字书写大赛、学生剪纸作品展、葫

芦丝校园艺术节、“六一”文艺演出暨课后

服务汇报演出、分班级开展庆祝活动等。

形式新颖、内容丰富，营造了浓浓的迎庆

氛围，充分展示了“双减”背景下学校在着

力培养学生综合素养方面所取得的显著

成果，营造出文明健康的校园氛围，让孩

子们度过了一个愉快、难忘、有意义的“六

一”儿童节。

图为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

南湖新区““童童””你一起你一起 悦读未来悦读未来

岳阳县城南小学 缤纷六一 美丽童年

这个屋场很齐心这个屋场很齐心
这场夜话很有爱这场夜话很有爱

本报讯（扬 飞 干先德）5月26日晚上，在

汨罗市罗江镇天井村窑洞坡屋场的“罗江夜

话”会上，在场的党员群众纷纷捐款，拉开了天

井村群众积极参与“捐资兴学”的序幕。

窑洞坡屋场因祖辈烧瓦窑而得名，屋场并

不大，只有 20 户人家。走进屋场，干净的路

面、整洁的院子，一块块共享菜园打理得井井

有条，清澈的池塘、热闹的广场，一盏盏路灯照

亮着家家户户，整齐的绿化，盛开着鲜花，一排

排果树正冒着新芽……

“今年开始，我们每户筹资10000元，投入

了美丽屋场建设，但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同样重

要，教育捐资我们屋场不能落后……”在听完

政府干部的政策宣讲后，屋场建设牵头人丁正

常说道。据了解，该村已发动全体党员参与教

育捐资，其中，窑洞坡屋场20户群众捐资7200

余元。下一步将发动各屋场群众、乡贤企业

家、爱心人士共同支持家乡教育，捐资兴学。

岳阳县黄沙街镇复兴村

把实事把实事、、好事好事
办到村民的心坎上办到村民的心坎上

本报讯（许冬霞）“袁爹，饭点到了，您回家

吧，别累着了。”“你们可别小看我这老头子，

我可不累！”5月26日，在岳阳县黄沙街镇复兴

村组级公路上，驻村第一书记袁洪正和复兴村

村干部及村民一起，平整即将硬化的水泥路

面。他的脸上虽然已经全是汗水，但他手上的

动作却始终没有放慢。

看着从泥巴路到硬化的水泥路，村民们纷

纷拍手称赞。村民张燕秋高兴地说：“看着新

修的路，我们心里暖暖的，如今校车接送孩子

去幼儿园，再也不用担心道路狭窄、路面颠簸，

出行更安全了。”

袁洪表示：“既然来了，就要尽我们最大的

能力，把实事、好事办到村民的心坎上，让村民

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一条简单的便道，

搭建起了复兴村志愿服务小队与当地村民的

连心之路。

走出家门取“真经”激活潜力助“振兴” 君山区医疗保障局

打通打通服务群众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万文文 万志辉 谭 天）近日来，君

山区医疗保障局积极推进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下

沉，构建区、镇、村三级统一的经办管理服务体

系，让数据多跑路，让参保群众少跑路，实现医

保业务就近办、家门口办。

据介绍，该局积极与区行政审批局对接，采

取分批组织镇、村经办人员前往区政务中心医

保窗口“一对一”跟班学习和上门指导的形式，

对医保政策、经办服务事项操作流程等培训，让

经办人员吃深吃透医保政策，熟知熟练掌握经

办业务。

此次下沉的服务事项共18项（省医保经办

服务事项清单中 16 项和新增的灵活就业职工

高档退休人员和特门患者生存认证事项 2

项）。将严格按照省局医保经办服务事项经办

流程操作，指导参保居民“掌上办”，不能及时办

结的，则通过医保服务站上传该局微信工作群

指导办。

今年年底前，该区将在全区范围内建立有

服务机构、有工作制度、有工作人员、有经办窗

口、有系统设备、有统一标识、有事项清单的覆

盖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医疗保障经办服务

体系，实现各类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事项的就近

办、便捷办。

汨罗市桃林寺镇

盘活闲置集体资产盘活闲置集体资产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沈 娜 范 维）近年来，汨罗市桃林

寺镇坚持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重要工作

来抓，积极探索盘活利用镇村公有资产有效路

径，通过“改建+租赁”的方式，盘活闲置集体资

产，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湖南桃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急需扩大生产

规模、提升产量，为了让闲置资产充分发挥效益，

石桥村立足实际，决定将闲置的原三乔学校场地

出租给该公司。目前，该公司每年可创造50万

元的收益，让特色农业产业在石桥村落地生根。

此外，公司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还为

周围村民提供了30个就业岗位，实现了家门口

就近就业。

高丰村朝北冲屋场的砖厂废弃多年，村支

两委和乡贤黄吉光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采取

“支部+合作社”的模式，投入资金 200 余万元，

拆除了砖厂，建设了6000余平方米以连栋钢架

大棚为主的育秧大棚。大棚建成后，朝北冲田

园综合体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屋场环境更为

美丽。高丰村还计划在下半年投入80余万元，

在周边的闲置宅基地上打造阳光玻璃大棚，建

成产研结合、农旅融合、四季丰收的农业科技生

态园。

项目各施工队、供应商：

由我公司承建的岳阳市王家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景观工程（虎形山

路东段道路建设工程）项目现已完工，于2019年11月2日通过交工验收，

目前进入尾款支付阶段，请参建该项目的所有劳务施工队、材料、设备供

应商见此公告后相互转告，如有未结清之工程款项，于公告发起后7个工

作日内持有效凭证至我公司合约部办理结算事宜。

项目负责人：付希龙 电话：18007301818

联系人：易亮辉，电话：13885892717。

特此公告。

湖南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日

工程项目结算公告

李占民:

你位于临湘长安东路百纺公司院内房屋已转让给方建

林，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临房权证五里区字第00023061

号），但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的转移登记。现方建林向我中心

申请办理房地合一的转移登记。请你于 15 个工作日来我

中心协助办理转移登记，逾期，我中心将直接为方建林办理

不动产权转移登记，如有法律纠纷，一切后果自负。

临湘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2年6月2日

关于协助办理
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公告

●母亲张芳芳、父亲胡圣魁不慎遗失小

孩胡煦薇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172292，

特声明作废。

●湖南省第三工程公司岳阳建材批发部

不 慎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88615484-1，核准时间：1998年5月14日，特

声明作废。

●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工会不慎遗失开

户许可证一份，户名：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工

会联合委员会，账号：82012100000021125，开

户 行: 岳 阳 农 行 路 口 支 行 ，核 准 号 ：

J5570002666803，特声明作废。

●父亲胡金顺 、母亲翁影不慎遗失小孩

胡 雨 萱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件 编 号 ：

O430553420，特声明作废。

●临资加油站不慎遗失《成品油零售经

营批准证书》副本，证号：湘油零售证书第

0406035号，特声明作废。

●母亲丰元、父亲袁鹏不慎遗失小孩袁

丰薏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431237770，特声

明作废。

●岳阳雅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00MA4L1XG6XD，由岳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2020年11月20日核发，特声明作废。

●母亲张艳、父亲姜聪不慎遗失小孩姜涵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430679718，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岑川镇包湾村。一大清早，清秀的

“80 后”李珍就忙碌起来。背靠屋后茂密幽深

的乌峰山，她租了710亩山林，建起了一个梅花

鹿野生放养基地。

李珍夫妇放养100多头梅花鹿，用一个“乡

见鹿夫”的自有品牌，请来高级酿酒师办起酒

厂。酒是用高粱固态发酵的，老板们亲自来订

制。用鹿血、鹿鞭、鹿茸现场酿造的养生酒，存储

在耗时3年建起、可藏20万斤酒的后山酒窖里。

6年前，向往自由的李珍和杨俊下海创业，

开启了以自己为主角的慢生活：慢慢地发展养

鹿，慢慢地研究养生，慢慢地探索人与人、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6年过去，没

做过一次广告的李珍夫妇凭借真材实料的投

放，通过口碑将健康养生的理念传播到四方。

去年一年，光订制的酒就卖出了110万元，鹿血

酒一度还供不应求。

李珍夫妇的成功探索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

注。2017年，手巧心灵的李珍获得县妇联先进

个人荣誉，杨俊也被选进村委会。半田园的生

活中，两口子的肩上又多了一份社会责任。

“下一步，我们打算将农场四周栽上四季花

开的梅树。通过‘梅花+鹿’的打造，让包湾成

为乡村旅游、休闲的好去处。”李珍热情地带着

记者参观他们家以传统夯土方式建造的产品运

营房。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相信这一对现实

版的“李子柒”夫妇，明天还会带给大家更多的

惊喜。 （杨 杰）

乌峰山下乌峰山下““李子柒李子柒””夫妇夫妇

为提升金鹗山城市公园环境品质，依据市、区

两级违建墓地整治要求，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 整治范围：金鹗公园范围内及周边违建

墓地。

2. 政策依据：《殡葬管理条例》第十条，限定区

域内现有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应当限期迁移或

者深埋。

3. 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6 月

20 日。

4. 整治措施：对于公告期满无人认领的墓地，

将按照无主坟墓处理，依法统一有序整治。

金鹗公园范围内墓地登记单位及地址：金鹗

公园管理中心（岳阳大道金鹗山隧道东侧金鹗公

园南门）

联系人：丁超军 联系方式：0730-8222499

13873087311

夏万路原屠宰场墓群登记单位及地址：夏万路

社区（岳阳楼区夏万街103号）

联系人：廖 丹 联系方式：0730-8858001

19873005507

金鹗山街道办事处政策咨询联系人：陆岳凯

联系方式：0730-8352822 18873061168

金鹗山街道违建墓地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6月2日

关于金鹗公园及周边违建墓地专项整治的公告

我省已成功举办过10次残疾人运动会，这

是首次在岳阳举行。届时，将有14个市州代表

团、15支残疾人运动员代表队参赛，残疾人运

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医学分级师、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总人数约有5000人。为备战2022年省

残疾人运动会，我市进行了残疾人运动员苗子

选拔工作。经过前期选拔，最终选出110人参

加比赛。我市备战训练工作正依托湖南省特教

中专等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开展集训。目前，

已经聘请总教练统筹抓集训和参赛工作，建立

各项目主教练负责制的教练员团队，为较快培

养残疾人运动员走上赛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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