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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白仓至新宁县清江桥高速公路环境影响评价
征求意见稿公示

本项目主线路线起于邵阳县塘渡口镇蛇湾，与已
建的邵阳至永州高速公路相接，经邵阳县白仓、塘田
市，新宁县回龙寺，止于新宁县清江桥乡，主线全长约
45.424km。 全线设置蛇湾（枢纽）、塘田市、回龙寺 3 处
互通式立交。同步建设塘田市互通连接线约 2.684km，
并按规范和有关政策同步建设必要的交通工程和沿
线设施（含交警路政基地等）。 项目主线采用双向四车
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采用 100km/h，路基
宽度 24.5m， 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I 级。
互通连接线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速度采用
60km/h，路基宽度 12m。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51.9 亿
元。 该项目由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建
设， 环评由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承担，
该项目正在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网站进行全文公示
（http://www.hngs.net/tabid/65/InfoID/80141/frtid/40/
Default.aspx），并附有公众意见调查表链接；本公示自
网络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公众对项目建设及
环评工作的意 见 及 看 法 ， 可 联 系 建 设 单 位 谭 工
（15173137077） 和 环 评 单 位 赵 工 （0731 -
84447300，1562570638@qq.com）。

遗失声明
长沙市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Z5510000356002）正本，声明作废。
周剑遗失永顺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2 年 11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33127MA4NL2EY2Q声明作废。

武汉宝宝康孕婴童用品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外管分局 2005 年 6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02003956；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长沙哼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减至 100 万元，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算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康玲 17788981393

长沙哼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公告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管理培训中心职工吴
虹（身份证号：430702197602204020）因长期旷工，我单
位已依法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或劳动关系，请及时来
我单位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或劳动关系后的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公告人：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管理培训中心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通讯员 石绍辉

“前不久，公司老板和开发办干部一
起来，1 万块钱一分不少地送到我家了，
感谢你们。 ”近期，花垣县纪委监委干部
对湘西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一起养殖虚
报套取案进行跟踪复查， 对涉及 195 户
群众进行逐户走访， 群众异口同声表示
感谢。

去年 7 月，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纪委监委开展 “三个一”（即 “一块地”、
“一棵树”和“一张卡”）专项巡察，湘西某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一个 200 万元的养殖
项目，引起巡察干部的注意。

“这资料有造假的嫌疑。 ”该项目资
料表面上看似齐全，手续到位，但巡察组
仔细一查，很快就发现端倪。 该项目申请
验收时名册实际登记户数为 213 户，重
复的就有 4 户 12 人。

线索移交后， 县纪委监委成立专项
监督调查组，走村入户进行调查核实。 经
查，该公司 2017 年向县扶贫开发办申请
该养殖项目，涉及群众 213 户（主要是建
档立卡户）。 县扶贫开发办将该项目作为
花垣县 2017 年重点产业项目实施，同年
6 月分两次将 200 万元拨付给该公司。

“胆子也太大了！ ”调查组发现，项目申

请验收时名册实际登记表上 213 户中有 4
户重名，14户查无， 实际有效户数只有 195
户，按照规定 200万的 80%要用让利的方式
付给群众， 而实际只兑现 8.5 万元， 还差
151.5万元没兑现。

“这个养殖项目资金是你负责审批
的吧？ 麻烦你将该项目的申报审批经过
给我们介绍一下。 ”县纪委监委干部找到
负责检查验收该项目的县扶贫开发办金
融产业办主任吴某某。

“是的。 在我担任金融产业办主任之
前，该公司的前期项目申报、资料的审核
都已经做完并报送到县扶贫开发办项目
股，项目规模 200 万元，而且资金已经预
拨了 100 万元， 我到任金融办主任后不
久，把剩余的 100 万拨付完毕，有什么问
题吗？ ”吴某某简要介绍审批情况后，反
问调查组干部。

经查， 该公司按照前期有养殖意愿
的贫困户进行登记造册， 但是由于各种
原因，在项目实施阶段，大部分贫困户放
弃了养殖，最终项目没有全部落地落实。
为了蒙混过关， 该公司帮助离基地最近
的 5 户群众实实在在实施了项目， 在名
册上又故意把这 5 户的名字排在最前
面。 吴某某检查验收那天，公司人员装模
作样地拿着这份表册， 带着验收组到这
五户人家去验收。 看到这五户没有问题

了， 吴某某便没有对其他农户进行检查
了。

“啊？ 难道我上了他们的当？！ ”听了
调查组干部的话，吴某某一时语塞。

对于扶贫项目， 相关职能部门只有
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跟踪监管，
才能确保项目资金落实落地。 然而，由于
县扶贫开发办相关人员在项目审批和检
查验收上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对金
立丰公司的这个养殖项目监管不到位，
造成 151.5 万元扶贫资金险些流失。

为此， 县纪委监委一方面对验收工
作走过场、 验收流于形式的吴某某进行
立案审查；另一方面，跟踪督促县扶贫开
发办和该公司对项目进行整改。

截至今年 8 月 20 日，该公司已通过
发放种苗、 栏舍补贴及种苗死亡补贴等
方式，将价值 149.275 万元物资发放到群
众手里，加上之前让利 8.5 万元，合计投
入帮扶到户资金 157.875 万元，剩余无法
实施的项目资金 2 万多元足额退回到县
财政局。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杨天朗
通讯员 颜雨彬 邓友清

“如果不是这次整改，我都打算把门
面卖了 ， 感谢政府为我们办了一件大
事！”10 月 20 日上午，《法制周报》记者跟
随常德澧县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人
员，走进湘鄂边贸城珍珠市场 “复查”火
灾隐患整改情况。 面对如今宽敞有序的
市场，在市场经营了 15 年之久的王女士
充满了感激。

这种感激之情， 缘于几天前的一场
拆违行动。

10 月 15 日，澧县县政府联合多部门
对湘鄂边贸城珍珠市场开展集中拆除违
规建筑专项行动。 一颗悬在经营商户和
购物群众头上的“不定时炸弹”，终于被
拆除。

消防安全险象环生
湘鄂边贸城珍珠市场位于澧阳街道

中心，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经营门面
800 余个，2005 年投入使用，是澧县人口
流量最大、交易最活跃的小商品市场。 由
于市场管理缺失，年代久远，设计规划滞
后，消防安全险象环生。

“市场门面多，商品多，人也多，起了
火消防车都进不来。 ”在市场做了 10 多
年生意的王女士说 ，“我做生意也不安
心。 ”

王女士的担忧，并非小题大做。 “私
搭乱建、出店经营、占用消防车和疏散通
道、遮挡消防栓现象司空见惯。 ”澧县消
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人员告诉记者。 近
年来， 相关职能部门一直在努力推进市
场火灾隐患的整改，但因牵涉面广，情况

复杂，收效甚微。

全面清除市场火灾隐患
面对珍珠市场存在的消防安全隐

患，县委 、县政府负责人多次带领消防 、
住建、城管等职能部门深入市场调研，排
查摸底。 今年 6 月，珍珠市场被列为澧县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整治重
点。

为切实解决整治问题， 县政府联合
消防、住建、城管等 16 个相关职能部门，

研究制定整治方案。 拆违
行动前，指挥部分组上门做工作，
宣讲法律政策，下发整改通知书，张贴违
法建筑集中拆除公告。

10 月 15 日， 指挥部调集 16 个职能
部门 248 人，出动挖机 4 台、垃圾运输车
8 台分成 4 个行动小组，分片包干，对违
规搭建的棚屋、遮阳棚、影响消防通道和
消防救援作业的障碍物、 临时经营设施
进行强拆，共拆除违章建筑 107 处、2010
平方米。

拆除市场违章建筑后， 市场管理方
在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下， 对市场用电
进行增容，改造强弱电线路和消防水网，
对电线进行穿管保护。

澧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派专人跟踪服
务，协调推动，对市场微型消防站进行升
级改造，并增添、维修市场消防栓 21 处。
同时，与交警联合施划消防通道，新增小
车和电动车停车位。

市场整改提质升级
记者在市场注意到， 整改前后的珍

珠市场可谓“判若两人”。
整治前，市场各出口两边商户
出店经营 ， 流动商贩路中摆
摊， 市场内占用消防车道和
疏散通道的违规建筑随处
可见。

整改后，各出口及市
场内违规建筑全部拆除，
占道经营现象不复存在，

火灾控制室运行正常 ，值
班人员持证上岗 ， 消防栓

泵、 喷淋泵均实现了双电源
供电，所有商业门面都配备了

手提式灭火器。
据市场负责人介绍， 现在市场每天

24 小时都有巡查人员值班，白天查纠安
全违章，晚上开展安全巡逻。

提起市场整治， 市场经营户和购物
群众纷纷表示认可。 “以前市场经常堵
车，电线像蜘蛛网，在这里做生意一直提
心吊胆。 现在路通了，电线改造了，消防
设施完备了，隐患消除了，在这里做生意
很安全，很安心。 ”来自浙江温州的经营
业主刘先生说。

澧县集中拆违清除火灾隐患———

珍珠市场 800 多商户放心了

专项巡察护航百余万扶贫资金落实落地

拆违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