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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蒋紫薇)9 月
20 日上午，临澧县隆重举行“护航
二十大，忠诚保平安”安保维稳誓
师大会暨高等级巡防启动仪式 。
县委书记李雨初，县委副书记、统
战部部长魏翔出席活动， 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苏群英主持活动，
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杨刚下达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战
斗动员令。 县人大、县人武部、县
委办、县政协主要领导参加大会。

上午 9 时 15 分许，广场上空
奏响雄壮的国歌， 全体人员齐声
高唱国歌， 誓师大会正式拉开帷
幕。 警用无人机、交警铁骑、城市
快警铁骑、特警防爆车列阵而立，
全体参战人员斗志昂扬。 全体民
警在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政委
梁华带领下宣誓， 魏翔为临澧县
公安局二十大安保维稳突击队授
旗，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邹纯国接旗挥舞。

李雨初在会上强调， 一要用钢

铁警魂践行对党忠诚。 全县广大
公安民辅警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忠诚履行职责，顽强拼
搏奋斗， 在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工
作中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坚决完成光荣使命。
二要用一片赤诚扛起安民责任。全县

上下要“以百姓心为心”，牢牢守护好
一方平安，坚决实现“五个严防、三
个确保”的工作目标。 三要用平安
稳定交好满意答卷。 深入推进四
大专项行动，集中精力打好 “五大
战役 ”，用战战必胜的成绩 ，确保
二十大安保维稳万无一失。

通讯员 黄道兵

7 月份以来 ， 常德市
“利剑 ” 行动宣传大张旗
鼓，为 2022 年湖南全省防
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隐患
“利剑”行动常德主战场摇
旗呐喊， 先后在各级平台
发稿 786 条， 营造出了浓
厚的舆论氛围。

为打响“利剑”行动宣
传一仗， 常德市制定了专
门的宣传方案， 市委宣传
部召集主流媒体和市直部
门相关负责人部署具体的
宣传攻势，全市统一调度、
统一发声，取得预期成效。
“利剑”行动期间共在省级
及以上平台发布各类新闻
206 篇，在“利剑”行动宣传
上做到有平台、有专栏、有
推送，打造“利剑”宣传“统

一战线”。
此次常德市“利剑”行

动宣传注重方式方法 ，通
过是 “网上+网下 ”“新媒
体+传统媒体 ”“单位+社
区”等方式形成全方位、多
层次、立体式宣传大格局。
实现宣传全域覆盖， 宣传
下乡与信息上传相结合 ，
配合中心工作的宣传与传
播声势浩大， 覆盖市县乡
镇甚至包括村组，达到“市
县点火、镇村冒烟”的宣传
效果。 目前，全市各级各类
累计 生 态 环境 整 改 任务
188 个 , 其中应于 2001 年
底前销号的 124 个任务已
全部销号 , 余下 64 个须
2022 年底前完成整 改 的
42 个已完成 13 个，“利剑”
行动各类指标在全省后来
居上并名列前茅。

本报讯（通讯员 肖喜军）“以
后有空欢迎来玩。 ”“要得，有空一
定去。 ”随着双方的手紧紧握在一
起， 莽山瑶族乡调解室传出了爽
朗的笑声，多年积怨，就在这笑声
中烟消云散。

村民老黄和老谢是一对冤
家，双方因用工引发经济纠纷，一
直争执不下，结果矛盾越来越大，
关系越来越僵。 莽山瑶族乡在开
展 “心连心 、面对面 ”干部下访解

难题为民服务办实事活动中 ，发
现了这一起纠纷。 为缓解矛盾，促
进团结， 莽山瑶族乡政法组工作
人员积极介入，通过采取直接调
解 与 间接 调 解 相结 合 的 方 式 ，
先单独和老黄、 老谢分别进行劝
和，在缓和双方情绪之后，再邀请
双方一同来到调解室调解， 并请
熟悉情况的村支书一同参与。 调
解会上，工作人员疏导说理，循循
善诱，成功让双方放下成见，开始

互相理解。 经过不断斡旋调解，双
方就赔偿款成功达成一致， 握手
言和， 一对老冤家就这样解开心
结。

力行到细处，见微乃知著。 随
着“心连心 、面对面 ”干部下访解
难题为民服务办实事活动的深入
开展，一件件小事得到办理，一件
件实事获得落实， 莽山瑶族乡干
部职工以真心换得了群众真心 ，
用真情赢得了真情。

本报讯（通讯员 熊骁）日前，
为有效发挥特约监督员的监督作
用，推动民主科学决策、清廉机关
建设工作， 常德市工信局召开了
一场特约监督员见面会， 共同研
讨如何发挥外部监督力量， 真正
把监督落实到工信工作的主责主
业、 为企业服务及维护项目申报
及资金使用的公正公平上来。

今年以来， 常德市工信局紧
扣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要求 ，全
力抓好清廉机关建设工作， 在工

信系统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 通过严格落实党组主体责任，
明确工作任务书、路线图，建立了
局党组统一领导、 单位一把手负
总责， 领导班子成员按分工齐抓
共管、 全局支持和参与的工作机
制。 并坚持从制度层面入手，从源
头上预防腐败问题发生， 将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 特别是在具体
的项目资金管理上， 实行 “谁分
管 、谁负责 ，谁经手 、谁负责 ”，重
大项目资金由纪检组全程参与监

督。 项目资金申报， 严格实行信
息、标准 、流程 、结果 “四公开 ”和
集体评审、 部门联审、 专家会审
“三审把关 ”制度 ，拒绝 “暗箱操
作”。

为进一步培育廉洁文化 ，强
化廉洁教育， 营造清廉机关建设
氛围， 今年该单位不仅在办公走
廊新设置了廉洁文化宣传牌 ，通
过电子显示屏展播廉洁文化宣
传 ，还通过警示教育 、谈心谈话 、
让廉洁从政入脑入心。

牢牢守护一方平安
临澧县举行二十大安保维稳誓师大会暨高等级巡防启动仪式

遗失声明
林 环 宇 遗 失 湘 南 学 院 毕 业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105451201805008013， 学 位 证 书 ， 编 号 ：
1054542018002834， 另不慎遗失执业医师执业证原件一
本，编码：110430902000208，声明作废。

王 雅 馨 遗 失 南 开 大 学 毕 业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100551202202002710， 学 位 证 书 ， 编 号 ：
1005532022000055，特此登报申明。

涟源市创成科技职业学校有限公司遗失中华人民
共和 国 民办 学 校 办学 许 可 证正 副 本 ， 编号 ： 教 民
243130130000149 号，现声明作废。

双牌县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湖南省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一张， 编码为 :No3735625516， 特此声
明。

锡林郭勒盟额吉淖尔盐场湖南销售部遗失公章、财
务章、合同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常宁市海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和合同
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常德市工信局全力推进清廉机关建设

面对面解民忧 心连心赢真情

本报讯（通讯员 毛炎
焰）近日，平江县人民法院
通过庭前调解成功化解了
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
纠纷案。原、被告及案外人
雇主、 直接侵权人当场达
成调解协议支付原告陈某
赔偿款 14700 元。

2021 年 9 月 14 日 ，
陈某跟朱某一起去工地做
工， 陈某上厕所的途中被
拆卸脚手架的一根掉落的
铁棍砸伤， 花费医疗费约
6800 元。 但朱某仅垫付了

4700 元的医药费，后续费
用再无下落。 承办法官将本
案的雇主和直接侵权人约到
法庭，通过背对背的调解方
式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

在承办法官不懈努力
下，各方达成调解协议，雇
主李某赔偿陈某 3000 元，
房主赔偿陈某 3000 元，直
接侵权人赔偿陈某 5000
元 ， 朱某赔偿原告陈某
3700 元，共计 14700 元，款
项于当日支付。 至此该案
顺利调解结案。

常德掀“利剑”行动宣传热潮

受伤索赔 法官庭前解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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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师大会现场。

●王桂平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2
81MA4QWX5A6R，声明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静思鞋店遗失长沙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5 年 2
月 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
号：430104600409549，声明作废。
●申波平不慎遗失铁路工作证，证
号：2126203045223； 遗失铁路驾驶
证， 证号：430723199109087415，声
明作废。
●刘兰餐馆遗失岳麓区市场监督局
2022 年 4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1
04MABMJYJ478，声明作废

●株洲市天元区学大惠才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遗失株洲市天元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19 年 8 月 1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11MA4QP72300，声明作废。
●长沙汉方御医化妆品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3200
1731（2/1）声明作废
●长沙煜和化工有限公司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57027835-4；
另遗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路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14329
901。 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长沙兆钢机电贸易有限公司原公
章已遗失，现声明作废。
●王小敏不慎遗失经济师证， 证号
0071672，声明作废
●长沙松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05670
785986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金展建材商行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08 年 8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 注册号 430102600175306
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大野汽修厂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02600272843
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仲明水暖建材经营
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
2600158058声明作废

●湖南长沙远达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注册号 430124000013940 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贾玉亮遗失士官证， 证号士字第
201500713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重云遗失收据一份， 收据编号：
No6005952， 款项名称质量保证金，
金额 1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魏旭玲遗失湘潭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收据 4 份， 款项名称
质量保证金，金额 10000 元；物管费
保证金，金额 9588.92 元；租赁保证
金，金额 46398 元；装修押金，金额
5000元。
以上 4份收据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伏波楚济堂大
药房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
编号：湘 CB7317632，声明作废

合并公告
经合并各方公司股东会讨论决定：
湖南远洋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上海湘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合并后上海湘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依法注销。 上海湘远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湖南远洋集装
箱运输有限公司承继。 请相关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可
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特此公告。
联系人：曹钰涵，电话：18073118416

寻人启事
女，无姓名，系
聋哑残疾人，
不会写字，约
60 多岁 。 于
2001 年来到
安化县柘溪
镇双桥村桂
竹园组，已收
留居住 20 余
年。

请以上亲属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
日起 60 天内到我处认领，逾期未认
领的，视为找不到亲人。 联系电话：
13875306296

安化县柘溪镇双桥村村民委员会
2022年 9月 22日

公 示
《湖南康和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
产 40kg 左旋石杉碱甲中试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编制
完成， 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公众参与
的意见，查阅公示网址：
http://www.js -eia.cn/project/detail? type
=2&proid = 7d65ac322c80aef942e10f4
84793979e
建设单位联系人：易鑫 13789190380
邮箱：15187402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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