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杨和德因保管不善，将双房权

证 2003 字第 0066 号房屋所有权证
遗失 ，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证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海通电力建设有限公司遗失预留银行印鉴财务章， 法人印鉴章声

明作废。
凌欢身份证遗失，证号：43020319901206402X，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

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皓亮五金交电商行不慎遗失由雨花分局 2017 年 6 月 29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430111MA4L8MCE8B 的营业执照正本，
声明作废。

朱红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 证号 4301210012001809，登记作废。
长沙威驰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1MA4R06H2XH，

遗失公章一枚，公章编号：430121020149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湖南侯贰服装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叁仟万

元减至贰佰万元。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侯祎 电话：13677392797

广告：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热线电话：4001109919
本栏目由报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协办

全国税收筹划，个体户设立咨询：4001080366

遗失声明
刘沐萱 （父亲 ：刘

泽宇 ，母亲 ：廖紫静 ）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R430901606，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菱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天心区香墅美地三栋栋证一本 ， 权证号

00569855，二栋 112 栋证一本，权证号 710201192，特此登报作废。 湖南华菱置
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丹菲护肤品店不慎遗失由长沙市工商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7 年 9 月 6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430105MA4M3BMU6K 的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谷检妹：

根据债权转让方罗明华与债权受让人深圳市东森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
成的《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方将依据债务人谷检妹出具的《借条》两份依
法享有的全部债权本金、违约金、债务利息等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深圳市东森
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请你从公告之日起向债权受让人偿还债务。 特此公告。
罗明华

深圳市东森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受让人联系方式 :0755-23007965
15338739786 2020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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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韩娟）“小区 24 小
时值守，车辆摆放整齐有序，道路平整干
净畅通，小区监控探头、玻璃防盗自动门
等设备一应俱全， 来往过路的行人脸上
洋溢的总是幸福的微笑。 ”这是一个远近
闻名的明星小区———株洲市荷塘区茨菇
塘街道书香小区。

但在三年之前， 这里却是另一番景
象：长期无管理、小区楼栋管道破旧 ，道
路坑坑洼洼，脏乱差的状态。 这一切转变
的产生， 都得益于荷塘区对无物业管理
小区业主自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荷塘区系老城区，现有无物业管理小区
116个， 占小区总数的 50%， 涉及房屋 895
栋、居民 2.1万户。 这些无物业管理小区普
遍规模小、设备陈旧 、配套不足 ，长期处
于无人管理、无人清洁 、无人维护的“三
无”状态，小区居民缺乏“花钱买服务”意
识， 且小区公共区域卫生清扫长期由政府
兜底，久而久之，业主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
想，甚至“不扫自家门前雪”。 不仅有悖于文
明城市形象，更降低了群众幸福指数。

小区自治试点工作全面推进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 荷塘区推进无物业管理小
区自治是‘幸福荷塘’系列民生行动的一
项重要工作。 ” 荷塘区委书记邬凌云直
接谋划、具体部署、协调调度。

2017 年以来，按照“试点先行 、以点
带面、稳步推进 ”的步骤，围绕 “保洁、保
安、保运转”的自治管理目标，发动业主
成立自治组织，合理确定管理模式，不断

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在全区范围内
分批推进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业主自
治试点工作。

目前，在自主申报、调查核实的基础
上， 荷塘区 3 年分 6 批推进小区自治试
点工作， 共覆盖 69 个小区、337 栋住宅
楼、9650 户居民。 从过去的“各人不扫门
前雪 ”，到如今的“众人拾柴火焰高 ”，一
个个在时代变迁中褪去光彩的老旧小区
逐步“回春 ”，改换了容颜 、振奋了精神，
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基层群众自治融入社区生活
“我就想着能够为小区居民做点事

情”，这是晏家湾社区金钩花园小区的陈
佳可老人一直以来的心愿。

2017 年金钩花园小区开展业主自治
试点工作， 由晏家湾社区党委牵头组建
业主委员会。 80 岁高龄的陈老觉着自己
作为共产党员，发挥先锋作用、服务邻里
居民的时候到了，便主动请缨，积极参与
到业委会班子的筹建工作中去。

陈老一心扑在小区的工作上， 带领
业委会尽最大努力管理小区， 像经营自
己的家一样全心全意服务好小区。 陈老
率领业委会成员主动带头缴纳物业费 ，
动员居民中的共产党员发挥模范带动作
用。

在陈老的不懈努力之下， 小区物业
费的收缴率从最初的不足 5％，到如今早
已实现 100％。 应用收到的物业费，除保
证小区的基本运转之外， 业委会还逐步
修缮了小区门禁、安保岗亭，安装了全覆
盖的防盗监控系统；添置了健身器材，新
建了 3 座六角凉亭；小区内的 4 栋住宅
楼也都有了自己的名字 ： “幸福之家 ”
“和谐之家 ” “春满园 ” “满园春 ”，在每
栋楼的单元入口处挂上了醒目而美观的
主题牌匾， 一幅温馨祥和的画卷跃然眼
前。

在推进无物业小区业主自治试点工
作的过程中，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
心作用是首要任务， 创新基层党建引领
社会治理的路径是关键环节。 荷塘区在
此过程中有效建立了从区党委到街道 、
社区（网格、小区）党组织，再到党员的上
下联动机制， 为更好实现小区业主自治
出谋划策、牵线搭桥 、示范带动 ，充分发
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接下来， 该区将在成功经验的基础
上，在无物业管理小区自治的需求上，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发扬攻坚克难、
勇于创新的精神， 发挥小区居民的主观
能动性， 进一步推动无物业管理小区自
治试点工作纵向深入， 努力构建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尽最大
的努力推动更多的无物业管理小区实现
自治管理， 让居住在荷塘区的居民有更
多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像经营自己家一样服务好小区”
株洲市荷塘区无物业管理小区业主自治模式探索

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吸引更多社区百姓交流学习。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易超群

近年来，湘潭市检察院扎实推
进各项党风廉政工作， 未发生干
警重大违纪违法现象 ， 营造了风
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 今年 9
月， 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候选名
单公布，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在列。

党建领航，拧紧责任链条
今年 7 月 1 日，刘建军检察长

就为全院干警上了一堂以 《洁身
自好 清廉自守 做一名纯洁干净
的检察官》为主题的党课。

课后，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陈
婷婷表示， 授课内容既是世界观
又是方法论， 为履职提供了很好
的指南， 绷紧了全院干警廉洁从
检、履职奋进这根弦。

市院党组牵住落实责任的“牛
鼻子”， 建立了一整套履责体系。
今年以来， 共研究部署全面从严
治党相关工作 10 余次，出台《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清单》；坚持目标考
核和清单化管理， 加强对基层院
党组和市院机关支部的履责督促
力度 ，每月通报 、每季度讲评 ，对
履职不力的支部书记 、 科室负责
人进行提醒谈话，约谈了 2 名科室
负责人。

严格执行“三个规定”
5 月 11 日， 公诉一科科长杨

莹洁打开自己的微信订阅号，一条
本院公众号推送的《检察人员违反
“三个规定”典型案例》的文章出现
在顶端， 杨莹洁看完这些案例，拿
出“三个规定”相关表格开始填写。

“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种
‘日常’，一种习惯。” 杨莹洁解释。
为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职权，该院认真执行《领导干部
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司法机
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
任追究》《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
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
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
（简称“三个规定”）和重大事项记
录填报工作，每月、每季度安排专
人组织填报统计，并指定专人保管
《记录表》和《统计表》，及时将情况
报送省院。

截至 9 月 30 日， 湘潭市检察
机关共填报“三个规定”和重大事
项记录 49 件， 其中市院 14 件，基
层院 35 件。

紧盯“四风问题”警钟长鸣
对付 “四风”“节日腐败”等问

题 ，该院严阵以待 ，牢牢拧紧 “廉

洁”这颗螺丝。
2020 年元旦、春节期间，该院

对全市检察机关纪律作风建设情
况进行了明察暗访。通报指出了上
班迟到、人员管理松散、落实制度
不到位等 6 个方面问题。

“欲似长堤蝼蚁，无孔不入。 ”
“思正则廉，勇正则直，行正则威。”
这是该院在春节 、端午、中秋等节
假日时发布的“节日廉洁提醒”。

党组书记、 检察长刘建军说：
“这是我们开展征集‘廉洁寄语’活
动评选出来的，为的就是营造一种
‘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良好文化氛
围。”截至目前，该院共发送廉洁短
信 1000 人次、 微信工作群廉洁提
示 1400 人次。

对于领导班子成员来说，批评
与自我批评亦是经常开展，今年以
来， 班子成员开展提醒谈话 51 人
次，其中处级干部 6 人次。

接下来，该院将根据司法责任
制和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后检
察权运行发生重大变化的实际，对
照岗位职责全面排查各类风险点，
制定防控措施，进一步强化廉政风
险防控。探索建立与第三方具有相
关审计及保密资质的社会审计机
构长期合作、 定期审计的制度，展
开对市县两级检察院的全面审计
工作。

风清气正才能行稳致远
———湘潭市检察机关夯实党风廉政建设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