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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农行郴州分行与郴州点石家装举办
“农行家装分期为您‘贷’来美好生活”惠民活动。
农行郴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罗谞，党委委员、副行
长曹浩群，郴州点石家装总经理童艺出席活动。

据悉，双方举行惠民签约，客户享有众多优惠，
包括农行家装分期尊享36期0费率服务 （前20位）；
尊享点石家装五免服务 （免费量房、验房、平面设
计、看样板工程、出全装报价）；尊享点石家装提供
免费720客餐厅设计方案；尊享点石家装设计费最高
全免费。农行“家装分期”凸现四大优势：额度高，
最高可达50万元；期限长，最长可达5年；费率低，

月费率仅2厘5；纯信用，免抵押、免担保。
罗谞在致辞中表示，农行郴州分行作为国有大

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助力郴州消费市场发展，满
足广大客户家庭装饰装修金融服务需求。通过与点石
家装举办惠民活动，出台优惠政策，让利广大客户，
打造银行、企业与客户共同发展平台。

童艺在致辞中表示，点石家装秉承“为客户创造
价值”理念，和农行郴州分行携手为业主提供各种装
修金融服务，为业主减少一次性投入的压力。同时，
专注于中高端家装品牌的塑造与提升，致力于高品质
家装服务。 （胡智飞 李小飞）

早装修 早入住 找农行
农行郴州分行与点石家装举办惠民活动本工程管道线路总长134.7km，沿线共设置站场

4座（土桥首站、永兴分输站、柏林分输站及安仁末
站）、阀室 5 座，设计输气规模为 2.0×108m3/a。其
中，安仁—永兴段管道总长度约109.4km，沿线设置
安仁末站、柏林分输站、永兴分输站和4座线路截断
阀室，管径273.1mm，设计压力6.3MPa；土桥-永兴
段管道总长约25.3km，沿线设置土桥首站和1座线路
截断阀室，管径273.1mm，其中中石化土桥阀室-土
桥首站段设计压力 10MPa，线路长度约 0.54km，土
桥首站-永兴分输站段设计压力6.3MPa，线路长度约
25.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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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i72HXqOdcawyeko-
Jyy1lA 提取码：4wtz；纸质报告书可与环评单位
（李工0731-84167468）联系查阅。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拟建地周边5km范
围内的居民及企事业单位。

3.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nvk_DIziMBfsuMTgunqlWw 提取码：
c3cx；公众意见可电话反馈给曹总13755113667或将
填写后的公众意见表发送至邮箱286345978@qq.com。

4.公众可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进行
意见反馈。

湖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7日

安仁一永兴、土桥一永兴天然气支线管道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实现“三统一”承诺书
为认真落实省市县应急部门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的相关精神，我公

司陈万和一方已完成了对邹开亮一方工区的收购兼并工作，建立健全了
相关制度，为实现资产、生产经营、安全管理“三统一”，现就相关事
项公开承诺如下：

一、做到“一企一证一照”。本企业只申领一本 《安全生产许可
证》（正、副本）和一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生产场所的分证和

《营业执照》一律由应急和市场等相关职能部门收回并注销。同时，本
企业只保留一枚公章，无工区公章。

二、做到“方案公开”。本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全管理模式将在《郴
州日报》或宜章应急微信平台进行公示，如有弄虚作假，欢迎向有关部门举
报。

三、公司银行账号。账户名称：宜章县万和爆竹有限公司。账号：
18671701040005333。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章城关
支行。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陈敏。

四、做到“优化布局”。对生产场所按照“一厂一品”“一厂少品”
原则实行优化布局。

五、做到“责任明晰”。自此承诺公开之日起，本公司下辖的生产
场所发生的经济往来和纠纷、安全风险和责任由公司全部承担。

六、实现“三统一”，即资产、生产经营、安全管理“三统一”。
监督电话：陈万和 13975760529
承诺单位：宜章县万和爆竹有限公司
承诺人：陈万和 邹开亮

2020年9月29日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https://www.0735.com/toutiao/de-
tail-19060.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电话和现场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所在地的周围农民或住户、城镇居民（包括无业
人员、个体商人等）、企事业单位和团体以及其他人员。

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①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郴州市苏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人：王总 联系电话：15273567705
②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黄冈翱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18508438315 邮箱：597563532@qq.com
公众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起止时间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日内。

郴州市苏仙区五里牌污水处理工程项目（近期）
环境影响变更说明公示

郴 州 市 瑞 锦 物 资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10035530158354），经股东研究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万元减
少至人民币150万元，为了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请债权人以书面形式函告本公司。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夏芸 联系电话：18975741799
地址：郴州市苏仙区南塔街道曹家坪1号（郴江丽景12栋201号）

郴州市瑞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9日

减
资
公
告

●欧进平、欧芬妹不慎遗失郴州乾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2018年10月12日开具的收据1份，收据号：

18558672，乾景月馨圆三期21栋3204房房款金额：

189784元，特声明作废。

●桂阳县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431021000006778，特声明作废。

●谭志军、欧植梅不慎遗失郴州金科凯天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郴州金科城 17 栋 1005 房收据 3

份：1、2015年10月25日开具的票号：060018410，

金额：20000 元；2、2015 年 11 月 19 日开具的票

号：9039097，金额：9149 元；3、2015 年 11 月 19

日开具的票号：060018468，金额：81795元，特声

明作废。

●永兴正达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91431023MA4LHFU59B，特声明作废。

●本人张志军、邝丽娟不慎将郴州仁大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西子四期项目7栋902房号办证预交

款收据 1 份遗失，1、收据 1 份：票号为 00100659，

金额：7604.84元，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启 事

郴州日报9月29日讯（通讯员 郴
组轩） 9 月 29 日，市委常委、市委组
织部部长江波深入宜章县开展安全生
产检查、困难企业帮扶、红色资源保
护调研等工作。

在弘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宜章汽
车总站，江波来到生产厂区、车辆监控
室，实地检查安全管理、隐患排查、应急
处置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始终
坚持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
弦，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企业要认
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生
产投入，加强安全知识培训，深入排查
整治各类安全隐患，不断提升安全生产
水平。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推动
各项安全措施落细落实，坚决杜绝和遏
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在伯朗电梯（郴州）有限公司，江
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他强调，相关部门要主动做好对接
服务，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全力帮助企
业排忧解难。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守
住安全底线，大力提升产品质量，努力
拓展市场空间，争取早日走出困境、渡
过难关。

在杨梅山镇香花村，江波实地查看
了余经邦故居、白零嫒故居等红色资源
保护情况。他强调，要加大红色遗迹的
保护力度，推动红色资源与红色旅游、
乡村振兴紧密融合，讲好红色故事，搞
好红色教育，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期间，江波还参加了嵘通环保建
材、汉诺菲生物科技、华润燃气等重大
项目集中开（竣）工仪式。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
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郴州日报9月29日讯（通讯员 李
超辉 陈丹洁）9 月 28 日，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欧阳锋赴桂东县沙田镇南边
村开展“抓党建强基础化矛盾促和谐”
专题调研，集中宣讲《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

当天上午，欧阳锋前往南边村村
部、村级综合服务中心、村组公路等地
调研，走访慰问困难老党员，并主持召
开座谈会，共商联点包村整治工作。他
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制定
整治方案，着力办好群众各项“急难愁
盼”问题；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植
优势产业，加大就业力度，推动移风易
俗，培育文明乡风，持续推进全面脱贫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加强村“两

委”建设，学习新思想，培训新技能，发
展新党员，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当天下午，欧阳锋集中宣讲《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和习近平总书记在
湖南考察调研时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他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的最新成果，要切实把握主要内容、创新
点和重大意义，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的创新
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要牢记总书记嘱
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质
量抓好基层党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提升基层治
理能力，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

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郴州日报9月29日讯（全媒体记者
陈骏原野）9月28日至29日，郴州市委统
战部组织宗教界代表人士前往临武县开
展谈心活动并召开座谈会。市委常委、市
委统战部部长王和平出席并讲话。

本次活动以“认清形势，坚定信
心，共克时艰，争做贡献”为主题，采取
实地考察、分组谈心和会议座谈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活动旨在传达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深入了解全市宗教界贯彻落实

《宗教事务条例》《宗教团体管理办法》
等情况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交流宗教团体规范化管理经验，征求
宗教界代表人士意见建议，凝聚合力
推动全市宗教工作向前发展。会前，与
会人员观摩学习了临武福音堂、东林

寺、同心寺等宗教场所开展“五进五
好”的活动情况。

王和平指出，保持宗教领域长期和
谐稳定是最关键的。宗教界要旗帜鲜明
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
义制度，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持
续深入开展“五进五好”活动，保持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一以贯之地
依法规范宗教事务，自觉在法律范围内
开展宗教活动；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宗教
团体自身建设，着力提升凝聚力、向心
力和号召力，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王和平希望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
进一步抓好抓实宗教工作，推动宗教事
业健康发展，确保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为推动郴州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发挥宗教界代表人士作用 促进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郴州日报9月29日讯（全

媒体记者 陈卫 实习生 曹素
丹）9月29日下午，由市直机关
工委举办的郴州市机关党员干
部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暨“学用新思想建功新时
代”理论知识竞赛（决赛）举行，
来自市纪委监委、市委办系统、
市委组织部系统、市委宣传部
系统等12支队伍参赛。

此次比赛是以《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和市直机关

工委编印的《机关党建基础知
识摘要汇编》为主要内容，旨在
推动全市机关党员干部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化和提升党员干
部的理论武装水平、党建工作
能力和水平。比赛分为必答
题、抢答题、风险题三个环节。
经过激烈角逐，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代表队获得第一名。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直
机关工委书记欧阳锋参加活动。

市直机关党员干部理论知识决赛举行

郴州日报9月29日讯（全
媒体记者 段王洁）9 月 29 日，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湘南学
院举行医学合作签约仪式暨湘
南学院第一临床学院揭牌仪
式，副市长贺建湘，湘南学院党
委书记高协平，党委副书记、校
长王晓萍出席活动。

根据协议，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在人、财、物等隶属关系
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加挂“湘南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湘南学院
第一临床学院”两块牌子，在充
分利用各自优势资源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升湘南学院教学、
科研和办学层次，提升市第一
人民医院医疗、科研、服务实践
能力。

贺建湘指出，院校双方要
把握好为人民健康服务和立德

树人的结合点，建设好提供优
质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平台，积
极推动公平可及、惠及全民的
医疗健康目标实现；要按照优
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谋发展、
共享成果的原则，统筹好发展
规划、人才配置、平台建设、专
业设置、社会服务等工作，加快
双方人才、学科、资源、文化全
方位、深层次融合；要顺应医学
高等教育面临的新趋势和新挑
战，适应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新需要，把握国家医学高
等教育的新要求，及时调整和
优化办学理念和发展战略，强
化医教协同、医教相长，努力为
我市打造湘南地区“综合实力
最强、资源配置最优、辐射面最
广”的医卫人才培育基地、区域
医疗中心作出贡献。

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湘南学院签订医学合作协议

郴州日报9月29日讯（全媒体记
者 欧阳常海）9月29日，全省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集中整治暨“十一”假期交通
安保视频调度会在长沙召开。市领导蒋
锋、梁成谷、张军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在
郴州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全省交通问题顽瘴痼
疾集中整治行动的有关情况，分析形
势，查找问题，并对“十一”期间交通安
保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
民至上、
生 命 至
上 ”、安
全 生 产

等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今年9月在湖南
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按照
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以“百日攻坚”
为抓手，集中发力、集中攻坚，全力以赴
打赢交通顽瘴痼疾歼灭战。

自开展交通整治以来，我市共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116万余起，其中，查处酒驾
醉驾 3972 起、货车及拖拉机违法载人
693起；全市整治道路隐患2160处、风险
隐患拖拉机4188台、马路市场风险隐患
99处，整治率分别达64.15%、100%、100%。

下一步，我市将严防死守打好事故
预防“保卫战”，对账销号打好风险隐患

“清零战”，集中力量打好难点问题“攻
坚战”，对标对表打好按期交账“督办
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全省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
暨“十一”假期交通安保视频调度会召开

郴州日报9月29日讯（全媒体记
者 郑翔）9月29日，副市长贺建湘带队
在市城区暗访调度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暨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达标复查工作。

贺建湘一行先后查看了湘南学院
北校区食堂、东风农贸市场及周边、南岭
山庄小区、火车站附近沟洞街等地，通过
暗访发现仍存在环境卫生不达标、“三
防”措施不到位、市场存在宰杀活禽、地
面破损、文明标识缺失等问题。针对暗访
中发现的问题，贺建湘进行现场交办，要
求相关部门迅速督促整改到位。

在随后举行的调度会上，贺建湘
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在巩固文明城市
迎检成果的基础上，细化、实化巩固国

家卫生城市成果的各项措施，最终实
现继续保持国家卫生城市荣誉称号的
目标。尽管在暗访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但相比一个月之前有所提高，因此大
家一定要坚定信心，努力使病媒生物
密度控制水平达标、国家卫生城市各
项指标达标。下一步，各级各部门要讲
政治，高层推动国家卫生城市巩固工
作；要讲科学，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城市
标准抓好落实；要讲作风，主动履职，
集中精力做好整治达标工作，盯住重
点问题抓好整改；要讲合作，部门联动
携手形成合力，确保顺利通过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和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达标复查工作。

坚 定 信 心 确 保 国 卫 复 审 各 项 指 标 达 标

日前，2020年郴州市二十佳村
规民约（居民公约）（以下简称“两
约”）及优秀“两约”评选结果揭晓。
苏仙区“两约”上榜总数8篇、占比
20%，在全市11个县（市、区）中位列
第一。和漂亮数据一样让人眼前一
亮的是在新“两约”滋养下，遍布绽
放在该区各村（社区）的文明新风尚。

走进栖凤渡镇枫树下村，村里
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村道、房前屋
后干净整洁；池塘边，忙完农活的村
民们一起聊天，其乐融融；每家每
户，“村规民约”上墙，鲜红醒目……

“村规民约贴在每家每户的门
前或墙上，我们天天看得见，也记
得住，引导我们自觉抵制低俗之
风。”该村村民杨小英说，村规民约
还包含了包卫生、包秩序、包整洁

“门前三包”。门前三包不到位，村
干部或村民随时可以拍下照片联

系户主整改。
枫树下村支书雷鸣介绍，在枫

树下村，遵守、维护村规民约，已经成
为村民们的一种习惯与自觉，大家的
文明素养和环境卫生意识不断提
升。村民管好自己门前卫生秩序的
同时，还会主动帮忙清理公共区域
的垃圾。村里的小孩耳濡目染，也会
自觉捡起掉落的垃圾丢进垃圾桶。

良好的乡风文明得益于苏仙
区“两约”修订工作的强力推进。乡
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
是乡村振兴的软件基础。通过多次
专题调研和推进会的召开，该区积
极指导全区各村（社区）通过三字
经、顺口溜、条款式等通俗易记形
式，把爱国守法、环境卫生、计划生
育、社会治安、扫黑除恶、公益设
施、规范建房、移风易俗、尊老爱
幼、权益保障、森林防火等10多项

内容纳入其中，修订形成价值引
领、合法合规、群众认可、管用有效
的“两约”，不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
水平和文明程度。

王仙岭街道铁炉冲社区内有
一片公墓山。此前，每到清明节，公
墓山浓烟滚滚、火星乱飞，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再加上山林入口多，
较难管理。殡葬改革实施后，铁炉
冲社区积极行动和落实，结合社区
实际将殡葬改革举措融入居民公
约，并加大宣传、严格执行居民公
约，做到深入民心。如今，社区居民
不仅带头文明祭扫，还相互监督，
公墓山“烟火祭祀”问题迎刃而解。

过去，金田村村民有红白事大
多大操大办，无形中形成了相互攀
比、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为此，该
村将“丧喜事，从简行”条款写进新
版村规民约，并明确简办标准。通

过党员干部带头简办红白喜事，村
民们也积极响应，大摆酒席得到有
效遏制，极大减轻了村民们的经济
负担。

还有由上埂、三口洞、铁甲坪3
个村合并的五盖山镇狮子山村，为
消除3个村合并带来的诸多不便，
积极化解村民矛盾，促进村民融合
自治，狮子山村支“两委”结合脱贫
攻坚工作，重点围绕移风易俗、制止
恶习陋习、保护生态、尊老爱幼崇
教、城乡环境治理、公益事业等方面
制定了符合村情民意的村规民约。

同时，为让村规民约在村里立
得住、行得通，保证村规民约顺利
执行、不流于形式，狮子山村按月
开展检查评比，并将检查结果通过
光荣榜和促进榜公示。环境卫生
好、勤劳致富、孝敬父母、诚信守
法、好人好事等遵守村规民约的正
面典型被纳入光荣榜，成为村民学
习的榜样。反之，被纳入促进榜，村
里定期上门开展教育。

“虽然大家原来不是一个村组
的，但有什么困难，只要喊一下，大
家都会来帮忙，好像自己家人一
样。”狮子山村三口洞易地扶贫集
中安置点贫困户朱美琴深有感触。

文明花开满乡村
——郴州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加强群众自治系列报道·苏仙篇

□ 郴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