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7 月 20 日，郴州市发布了 《郴州
市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士兵申请补缴
社会保险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发布后，已
收到部分申请，提交申请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12月31日。为确保我市符合享受此政策的
退役士兵实现应补尽补，现再次发布该公告，
请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及时到原安置单位或户
口所在地乡镇（街道）受理点递交材料，提出
申请。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和
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湖
南省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实施方
案》 要求，请2019年1月21日前以政府安排
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认真梳理个人
2019 年 1 月 21 日前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
欠缴、断缴情况，带齐以下材料，尽快到原安
置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户口所在地乡镇
（街道） 设立的申请点，提出补缴申请。提交
申请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

材料清单：
1.入伍批准书或应征公民入伍政审表等入

伍证明材料主件（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复

印件）。
2.退出现役登记表（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

章的复印件）。
以上材料，档案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

管理的不需要提供；退役士兵档案遗失的须本
人写出入伍地、入伍时间、退役时间、安置
地、以及服役期间的工作经历 （含服役部队、
起止时间、单位主官、证明人等）。

3.身份证（查验原件并交复印件）。
4.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须本人写出委托书并

签字按手印，同时提供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
件。

5. 填写 《补缴社会保险个人申请表》 和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自查表》、《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缴费自查表》，以上表格可关注湖南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微信公众号或郴州发布
微信公众号，并点击链接下载后自行打印，
也可以到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设立的申请
点领取。

6.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在多个地
区参保的，须提供多地缴费证明或个人账户查
询单等缴费记录凭证（在安置地同一地区参保
缴费的不需提供）。

注意事项：
1. 对故意隐瞒或填报虚假信息的退役士

兵，查实后视情取消其补缴资格。
2.以上申请材料，原安置单位存在的向原

安置单位提交，原安置单位不存在的向其上级
主管部门提交，原安置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
都不存在或没有安置单位的，向户口所在地乡
镇（街道）或当地设立的其他申请点提交。在
外地工作生活或行动不便的退役士兵可以委托
他人办理，生活不能自理的也可以提前向单位
或申请点预约上门受理。

3.任何单位或部门不得推诿拒收退役士兵
提交的申请材料，对推诿拒收退役士兵申请材
料的单位或部门，退役士兵可在工作日拨打当
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布的投诉举报电话。郴
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政策咨询电话：0735—
2361917，投诉举报电话：0735—2361927。

附件：郴州市退役士兵社保接续政策咨询
及投诉举报电话

郴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1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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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市本级

北湖区

苏仙区

资兴市

桂阳县

宜章县

永兴县

嘉禾县

临武县

汝城县

桂东县

安仁县

政策咨询电话

0735-2361917

0735-7768703

0735-7760755

0735-3272703

0735-4410506

0735-3720509

0735-5558253

0735-6628579

0735-6363813

0735-2469419

0735-8700780

0735-7770361

投诉举报电话

0735-2361927

0735-7768711

0735-7760753

0735-3272701

0735-4496773

0735-3710887

0735-5556117

0735-6628579

0735-6363805

0735-2469433

0735-8700780

0735-777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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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职人选（提名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市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姓 名

邓旭湘

张益诚

黄友兰

龙 媛

黄张策

蒋晓晖

朱海平

郑 波

贺希君

段正毕

袁 亮

郭志军

雷志罡

肖 潇

黄 文

张日亮

性
别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籍贯

永兴

永兴

永兴

永兴

临武

宁乡

郴州

嘉禾

娄底

苏仙

祁阳

攸县

永兴

宜章

资兴

宜章

出生
年月

82.03

83.12

65.09

80.10

72.09

71.04

73.01

79.05

83.10

79.10

72.05

75.09

68.10

70.01

68.11

80.10

学历

全日

大学

研究生

高中

大学

中专

大学

中专

中专

大学

中专

大学

大学

大专

中专

中专

中专

在职

大学

研究生

大学

大学

大学

研究生

大学

硕士

大学

大学

大学

研究生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现任职务

市委政研室社会科科长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人事科科长

市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副主任（市驻桂东县沤江
镇青竹村精准扶贫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

市委党校原法学和公共管理教研室副主任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综合科科长

市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科科长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科长

嘉禾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建设管理局副局长

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服务部部长

郴州工业交通学校教务处主任

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干部规划办）科长（主任）

永兴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政府办党组书记、主任

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

资兴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室主任

拟任职务

市委政研室副主任

市农科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市人大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委员人选，
市五届人大代表人选

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

市林业综合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

郴州高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郴州高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

郴州工业交通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

市纪委、市监委组织部长

永兴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选

嘉禾县政府副县长人选，县公安局局长

安仁县政府副县长人选，县公安局局长

桂阳监狱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上列人员思想
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
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可以通过信函、电话或到受
理举报地当面举报。为便于了解情况，请举报人
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所举报的
问题，必须真实、准确，内容尽量具体详细，并

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索。严禁借机造谣中
伤，串联诬告。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受理举报时间：2019年12月23日至2019年
12月30日

受理举报单位：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
报中心

受理地点：市委大院四办公楼
专用举报电话：0735—12380；15673542380

（仅限受理短信举报）
邮政编码：423000

中共郴州市委组织部
2019年12月23日

郴州日报12月23日讯（通讯
员 李永义 曹向群 李俊）“没想到
我一家四口还能住上安全干净的新
房子。”44岁的永兴县樟树镇湖塘
村罐塘组建档立卡贫困户马笃权近
日激动地对笔者说。今年以来，永
兴县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要
求，同步推出问题清零、全覆盖核
查、业务培训、质量安全监管和强
化调度指导等五大举措，强力推进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确保了全县贫
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

该县对标对表省、市、县脱贫
攻坚“问题清零”行动要求，于今
年5月至6月对2013年以来的农村
危房改造项目和疑似危房开展了

“两房”质量问题排查。于6月底前
对核查出的涉及 3 个乡镇 5 户危改
房的质量安全问题进行了整改销
号。同时，组织开展了四类重点对
象房屋危险性鉴定全覆盖，确保应
改尽改。经核查，全县鉴定为 A

级、B级住房安全的四类重点对象
为9326户，鉴定为C级、D级危房
的四类重点对象达499户。

为强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该县建立推行“一周一调度、
半月一点评、一月一通报”工作机
制，确保危改工作顺利进行。建立
健全了县乡村三级质量安全管理体
系。危改房竣工后，先由乡镇（街
道）组织初验，初验合格后由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织县扶贫
办、县财政局等部门进行联合竣工
验收，有效地确保了危改房建设工
程质量。

截至目前，永兴县四类重点对
象危房改造499户全部通过竣工验
收，且补助资金已拨付到户。在今
年9月上旬省住建厅组织的农村危
房改造质量安全省级抽查中，该县
被抽查的 5 个乡镇 （街道） 105 户
农村危改房，实现两个百分之一百
（百分百满意、百分百质量安全）。

永兴县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近日，工人在中国
供销·郴州农副产品物
流园项目一期工程现场
施工。该项目是郴州
“菜篮子”惠民工程，位
于北湖区湘南国际物流
园内，占地面积500亩，
总建筑面积约35万平
方米，总投资约12.5亿
元，分两期开发建设。
今年10月，已完成项目
一期主体施工，附属工
程正在建设中，项目一
期计划明年投入运营。
（全媒体记者 李科 摄）

郴州日报12月23日讯（全媒
体记者 陈骏原野） 12月23日，中
华慈善总会“一张纸献爱心行动”

“慈善公益流动宣传车郴州行”“抗
癌药品援助项目”等慈善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

一个多月来，中华慈善总会
领导和专家先后在资兴、宜章、
安仁等地开展活动。同时，组织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医院和广
东省中医院为宜章和安仁学生进行
了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截至目前，
两县累计筛查12.6万名学生，确诊
107 例先天性心脏病，后续将安排
免费治疗。

市委常委、副市长徐怀好要
求，要以“一张纸献爱心行动”为契
机，大力倡导和培养崇尚节俭美

德，铸就慈善之心，弘扬社会大
爱；要以“儿童先心病筛查”为抓
手，积极行动，带动更多社会力量
共同助推健康扶贫。要以“慈善公
益流动宣传车”为载体，积极开展慈
善公益活动，大力弘扬慈善精神，
提高群众参与率，传播社会正能
量，不断提升全民慈善理念，为促
进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要以中华慈善总会“抗癌
药品援助项目”在郴州设立慈善赠药
发放点为平台，认真做好慈善赠送
药物的管理和发放，真正为郴州癌
症等重大疾病患者排忧解难。

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刘伟、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廖美琳、市政协
副主席李雪莲、市慈善总会会长樊
忠达参加活动。

“一张纸献爱心行动”走进郴州

郴州日报12月23日讯 （全媒
体记者 曾西林 通讯员 雷衍平）
“和平方舟”投资3亿元在桂阳建设
20 万头生猪养殖种植项目，将于
2020 年 8 月全部建成投产；“新湘
粤”年出栏 4 万头养殖项目已建成
栏舍面积 1.6 万平方米，将于 2020
年 4 月建成投产；新希望、温氏、
新五丰等国内大型养殖企业正在加
快项目推进步伐。今年，桂阳县高
位推动一批生猪养殖重大产业项目
快速落实落地，累计新建养殖场20
余家，为该县生猪产业稳产保供及

转型升级提供高质量的产能支撑。
桂阳县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

县生猪年出栏80万头以上。2019年
来，为积极应对非洲猪瘟疫情对生猪
产业带来的不良影响，桂阳县坚持

“一手抓非洲猪瘟防控，一手抓稳产
保供”，变非洲猪瘟之“危”为转型升
级之“机”。据统计，10月以来，该县
生猪存栏、母猪存栏分别环比增长
62.2%、28.9% ，双双实现止跌回升，
预计 2019 年生猪出栏 64 万头，超额
完成市政府下达生猪出栏任务。

为加快全县生猪生产恢复，提

振生猪养殖信心，今年，桂阳县先
后印发恢复生猪生产技术资料2000
余份，培训养殖户 500 人次，引导
养殖场户科学复养。同时，坚持

“抓大不放小、以大带小”的思路，
引进大型养殖企业整合中小养殖场
户加快复产，并推广“公司+农
户”发展模式，鼓励中小养殖场与
大型养殖企业进行合作“代养”，降
低中小养殖场风险，充分利用原有
空置养殖栏舍。目前，唐人神、世
鑫农牧、忆农、正邦、佳美、正大
等企业在桂阳县签约中小养殖场40

余家，累计补栏复产 3 万余头，新
增母猪存栏 3000 多头，为确保元
旦、春节期间桂阳县生猪肉品供应
及价格平稳提供足够的猪源保障。

此外，桂阳县生猪产业发展着
眼绿色高效发展目标，全力推进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建
设，目前全县养殖场配套种植消纳
地 10 万余亩，“种养结合、以种定
养”生态养殖模式已初见成效，预
计2020年桂阳县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达标配套率达100%，全县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90%以上。

桂阳县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稳产保供

（上接1版②） 在他所参加的
历次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全
面规范餐厨垃圾管理、加大对农业
产业化扶持力度、充分整合线上线
下资源推进农产品销售、支持永兴
县公开招考幼儿园教师等建议，引
起了市政府高度重视，为推进食品
安全、农民增收、幼教事业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企业代表，曹进还通过发
展自己的事业全力帮扶带动群众增
收。在永兴县高亭司镇，曹进创办
的生态农业开发公司，流转土地
1000余亩，主要从事紫薇树种苗培
育。2014年起，先后吸纳附近村组
260余人就业。2018年，该项目被
列为精准扶贫结对帮扶项目，47户
156 名贫困户通过入股分红、就业

取酬等方式，实现了稳定增收。
“我是从2014 年开始在这里做

事的，平时负责基地的安全和维
护，每个月能拿到2200块钱。”永
兴县高亭司镇十联村村民廖路平
说，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就一
天过得比一天好，2015年的时候就
实现了脱贫。

“我是一名非公企业代表，发
挥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桥梁纽
带作用。”曹进说，一方面要发展
好自己的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另
一方面要把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反
映上去，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当选人大代表，就得擦亮这张
“名片”，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
力。曹进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

（上接1版①）“那段时间，我
们跑遍了全县每一个乡镇，就是为
了去仔细核查那些失依儿童，了解
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

汝城县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何
粮菊说，在朱会长身上，她收获的
都是正能量，这能引导大家去做更
多的好事和善事。

汝城一中年级主任范进夫清晰
记得朱硕杰来学校了解贫困学生的
情况。他告诉记者，朱硕杰非常热
心，每一年都会和我们学校进行一
些联系，给有困难的学生一些资
助。他这几年来东奔西走累计帮扶
了三千多人，帮扶资金达上百万
元。虽然志愿者工作很辛苦，但朱
硕杰从来没想过要放弃。他说：

“只要大家认可，就是我们最高兴
的时候，我们这个志愿者联合会会
一直坚持下去。”

正是因为朱硕杰这样的一份坚
持，他的妻子朱梅仙不仅默默地将
家中一切事务操持好，也成为了一
名志愿者。“我百分之百支持他，
别人有困难，帮一把是一把。赠人
玫瑰，手有余香。”朱梅仙说。

在朱硕杰的影响下，汝城县志
愿者（义工）联合会会员从几十人
扩大到了几万人，很多人都是被朱
硕杰的无私奉献所吸引。

“朱会长从来都是站在别人的
角度去考虑很多。”汝城县志愿者
联合会志愿者周欢说，跟着这样的
好人做好事，我们内心是充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