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荣 威
刘 岚 何 日）3 月 26 日下
午，岳阳市教科院圆满组织
举办了2019年“金鹗奖”教
学竞赛金奖（基础教育、学
前教育、职业教育类）颁奖
暨兼职教研员授聘仪式。
本次仪式最大的亮点是将
各学科金奖获得者聘任为
全市各学科兼职教研员，以
进一步发挥优秀骨干教师
的引领带动作用，激励教师
终身学习、钻研专业的热
情，充分推动全市教研教改
工作的开展。

岳阳市教科院 金奖获得者担任兼职教研员

“金鹗奖”金奖得主、
岳阳市一中语文教师喻中
伟即兴发言。

市四中

爱心爱心善举显真情善举显真情
捐赠物资暖人心捐赠物资暖人心

本报讯（钟秋然）3月25日清晨，市四中
校门口正在发生着暖人的一幕：益阳市商会
向市四中捐赠人体识别体温一体机。

据商会朱会长介绍：“自疫情发生以来，
商会会员们积极捐款捐物，今天所捐赠的人
体识别体温一体机就是用所捐款项购买的，
捐赠给四中，也是商会对社会各界多年来关
心与支持的一种回报。”

据市四中校长程浩介绍：“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展牵动着每个人的
心。疫病无情人有情，自疫情以来，市四中
教师们积极捐款；同时学校也得到社会各
界的支持与帮助。市教体局给每个学校下
拨的红外线测温仪只有一台，而四中校门
多，益阳商会得知学校缺少仪器，多方周折
购买到仪器，马上就主动联系市四中并进
行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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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岳阳市洞庭新城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38%股权拍卖公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于2020年4月28日上午9

时58分在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开标
一室采取现场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云南省城
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岳阳市洞
庭新城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38%的股权，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基本情况
1.岳阳市洞庭新城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情况：
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注册资金（实

缴）：100000万元，经营范围：凭资质证从事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凭资质证从事房地产的开发
与经营，投资与资产管理，土地开发，环境综合
治理，特色文化、休闲、商贸、旅游的开发，医疗
卫生及配套业务的开发运营。（以上所有项目
涉及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需前置审批的除
外）。

2.起拍价：人民币33865万元。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
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4月18日止，于标

的物坐落地。

三、参拍的意向竞买人应符合如下条件
1.仅限于企业法人报名，企业法人的实缴

注册资本在人民币25,000万元(含25,000万元)
以上，公司总资产在人民币 1,200,000 万元以
上，资产负债率不高于55%。公司经营范围包
括：从事资产收购和托管、资产处置、股权管理
和经营、土地经营开发及相关投融资等。

2.须承诺在竞买成功后愿意承接云南省城
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欠岳阳市洞庭新
城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人民币 10,000 万元
的债务并在拍卖成交后向岳阳市洞庭新城投
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出具正式的《承诺书》。

3.报名保证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并提供人
民币24000万元的合法资金证明。

4.不接受自然人个人和个体工商户报名
5.不接受联合体报名参与竞买。
6.没有不良信誉记录 ，提供本单位和法定

代表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www.gsxt.gov.cn）或“信用中国网站”（www.
creditchina.gov.cn)等渠道查询的信用记录。对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的，不允许报名参加竞价。

四、竞买人报名
符合报名条件的意向竞买人请于2020年4

月24日17时前携带有效证件及相关证明和竞
买保证金人民币叁仟万元来我公司办理报名
登记手续，报名保证金账号如下：

户名：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账号：82012100001165179
开户银行：湖南岳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开户行号：314557000010
五、报名地址和联系电话
岳阳市金鹗中路215号龙源大酒店七楼
拍卖公司联系电话：0730- 8736066（办）

13077175780（周）
市场监督：0730-8215160
本公告在《岳阳日报》以及“岳阳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和“中拍平台”网站等媒体同步发布。

湖南鑫城兴盛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3月 30日

注销和补办土地登记手续公告

樊炎军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证件号码：临国用
（2003）第412-010号，坐落在临湘市长河中路东侧，
申请注销并补办土地登记手续，在本公告之日起十
五日内，如无人对该宗土地权属提出异议，我局将为
其补办登记手续，同时原证予以注销。特此公告。

临湘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3月26日

尊敬的岳阳美的梧桐庄园8#、9#栋业主：
您所购买的岳阳美的梧桐庄园小区 8#、9#

栋已竣工并经验收合格，达到您与我公司签订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以下称该合同）约
定的交付使用条件。请您按该合同的约定和我公
司《收楼通知书》及附件的要求前来我公司办理房
屋交接手续，现将交房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集中交接手续办理时间：2020年 3月 31
日-2020年4月30日

二、集中交接手续办理地址：岳阳市岳阳楼区
巴陵东路 518号岳阳美的梧桐庄园 6#栋 2单元物
业服务中心

三、咨询电话：
开发公司名称：岳阳市鼎辉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0730-8336666
物业公司名称：广东美的物业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岳阳分公司：0730-8299229
四、特别提示：
如本人无法到现场办理接房手续的，必须出

具公证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由受托人前来办
理接房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岳阳市鼎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8日

交 房 公 告

●方园香（身份证：430626196101075428）
不慎遗失湖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票号：湘
财通字（2017）0035130017，发票号：8258934，特
声明作废。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洗马路丁梓芹出
生医学证明不慎遗失，编号：O430098729，特声
明作废。

●湖南远发新材料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本
单位行政公章壹枚，编号：4306260013092，特声
明作废。

●岳阳恒大未来城11栋2805童炎民、陈克
琳遗失收据编号1016778，金额380元；购房发
票编号：00286013，金额180000元；购房发票编

号00286018，金额：196226元。特声明作废。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云溪镇龙凤幼儿

园 不 慎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570001891201， 账 号:
436600750018160013987，开户银行:交通银行
云溪支行，特声明作废。

●岳阳恒大未来城6栋906董亦，遗失认购
书一张，编号 0002436，购房发票一张，编号
00273898，金额 677265 元，收据一张，编号：
1004103，金额380元，特声明作废。

●蔡沐兮不慎遗失岳阳市中医院开具的
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张，号码：0061020057，业
务流水号：90061，特声明作废。

●岳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公章不
慎遗失，编号：4306000036180，特声明作废。

古良福：
你位于岳阳市岳阳楼区城陵矶

办事处洪家洲居委会城陵矶安居小
区16栋306房屋已经转让给古湘云，
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权证号为岳房
权证云溪区字第356999号），但未办
理土地使用权的转移，现古湘云向我

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权土地转移登
记，请你于15个工作日内来我中心协
助办理转移登记，逾期我中心将直接
为古湘云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如有
法律纠纷一切后果自负。

岳阳市云溪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3月27日

关于协助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公告

遗失声明

岳阳市二中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
中，学校党政上下人心聚集，着力抓好五个
方面的工作落实。

及时制定防控方案
抓组织领导工作的落实

防控工作一开始，学校就成立了以党
总支书记、校长张玲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设
立指挥协调、人员排查、宣传教育、安全管
控、后勤保障、疫情处置等 6 个小组，每个
小组均由一名校级领导担任组长，担负具
体职责和任务，认真落实各项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措施，强化摸排和师生的管控，严格
落实校领导带班值守和巡查制度，校园和
家属区设卡封闭管理，全面消毒，充分做好
开学前后各项防控工作，确保师生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积极开展联防联控
抓家校携手工作的落实

疫情防控工作一铺开，学校就严格落实
“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在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期，全体教师紧绷一根弦，各年级、各工
会、各支部每天按时做好自身健康情况汇
报。班主任们更是假期“不断线”，大力协助
政教处、办公室摸排所有学生情况，认真负
责，通过微信、电话等多种形式做好动员通
知，提醒家长及时、如实实时进行填报，做到
全方位无死角，不漏一人，家校携手，积极联
防，学校办公室根据每日情况进行汇总报
告,并对去过湖北或有接触湖北亲友的师生
建表立册，及时监测健康状况，确保疫情的
防控工作不松懈，不怠慢！各位校级领导、
处室主任如任鹏宇、付胜及各位年级组长、
班主任等，都是全天候地掌握各种情况。

不断提升防疫意识
抓好宣传工作的落实

学校办公室通过美篇、微信工作群、
LED 屏等多种渠道和形式，线上线下宣教
同步实施：传达各级政府系列文件精神和防
控要求，向教职工及学生、家长宣传防控疫
情的健康知识，强化教职工和家长的安全意
识，时刻敲响疫情防控的警钟，提高疫情防
控意识。为了进一步了解新型冠状病毒，传

播正确的预防方式，政教处倡议全校师生们
通过电视新闻、网络等途径搜集资料，利用
绘画、手抄报、作文、小视频、美图等多种形
式和大家一起并肩抗疫！各班踊跃参与，他
们用自己的力量感染着身边的人，从自身开
始筑牢防线，勇敢面对疫情！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抓线上辅导工作的落实

按照“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工作
要求，充分利用互联网在线学习答疑平台，
开展各种形式在线服务，教务处、各班、各位
任课老师，灵活安排学习内容，指导学生开
展自主学习，向学生提供辅导、答疑等教育
教学服务，确保推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
保证学习效果有效、优质。一是组织收看

“我是接班人”疫情防治专题课《在战“疫”中
成长》，以及《我和我的祖国》《追逐梦想 向
阳而生》等主题课。二是构建“虚拟学校”，
师生通过线上学习方式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以洋葱学院直播平台为主，辅以微信、
QQ、打卡小程序等相关软件，开展自主学习
指导。三是以章（或单元、专题）为单位整体

规划教学，以编制学案为抓手引导学生自
学，以收集学生疑惑为路径了解学情，以视
频讲解与点拨为媒介深化学生学习，从而有
效促进学生自学和知识积累能力的提高。

人心向善向美、送温暖
抓爱心捐助工作的落实

隔离防控期间，关心每一位教职工生
活。家属区退休职工毛四莲之子陈劲松感
冒发热咳嗽，两位退休教师支气管炎发作，
值班校领导亲自上门为其送口罩，量体温，
指导就医，排除新冠肺炎。学校安排专人给
每个退休教师打电话，询问身体状况并建档
造册。

组织捐款，奉献爱心。2 月 15 日，岳阳
市教体局发起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捐款活
动，岳阳市二中校领导带头示范，校长张玲
在第一时间捐款 1000 元，其他领导和教师
们也积极响应，踊跃捐款，在微信倡议发出
短短5个小时的时间就收到全体教职工、共
产党员捐款 37600 元整。为抗疫前线的勇
士送去了一份温暖，为抗击疫情增添了一份
力量。 （周承立）

岳阳市第二中学

凝心聚力抗疫情 五项举措抓落实

华容县

安全防线安全防线 守护校园守护校园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李 祥）3月

26日，华容县2020年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暨
春季校车安全工作专题会在长工实验学校报
告厅召开。

会议对2019年度学生安全管理和校车安
全工作进行了总结，就2020年度安全工作进
行了部署；宣读了《关于2019年度华容县校车
管理工作考核结果的通报》，新河中学、注滋口
镇、县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先后作典型发言。

会议指出，县直相关部门单位和乡镇要
认清形势，绷紧“安全弦”；细化措施，织密

“防护网”；齐抓共管，压实“责任链”，进一步
强化内部管理、宣传教育、隐患排查、督查指
导，切实明责、认真履责、严格问责，坚决做
到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未处理不
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事故教训不
吸取不放过，确保学校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为全县教体事业和谐、健康、持续发展提供
坚实有力的保障。

县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暨校车安全管理成
员单位分管负责人，县交警中队中队长，各乡镇
分管教育负责人，各乡镇中学、县直相关学校校
长，县校车办、校车公司负责人参加会议。

湘阴县

教师培训指标教师培训指标
倾斜贫困学校倾斜贫困学校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杨 琴
王正军）3月27日，湘阴县教育局发布的《湘
阴县 2020 年教育扶贫教师培训工作实施方
案》透露，该县2020年教师培训指标将优先分
配贫困村学校（教学点），指标数达346个，力
争年内贫困村学校（教学点）校（园）长、教师
参培率达100%。

据悉，为扎实推进教育扶贫，实现“每个
贫困生都有好的老师教”，该县把精准脱贫工
作融入教师培训体系，把提高教师业务素质
作为教育扶贫的突破口，根据教师所需确定
培训内容，结合走出去、请进来、组织县内名
师送培到校等方式，“五级联动”（即国培、省
培、市培、县培、校本培训）对全县贫困村教师
实施全员培训，并将发挥参训教师的引领和
辐射作用，带动校本培训，深化培训成果。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睡意朦胧的
我慵懒地挪动脑袋看向了窗外，那阳光仿佛
透过世间万物向我奔来，似乎预示着这场战
争即将迎来光明。微风拂过，叶儿们“沙沙”
响起，像是为奋斗在一线的天使们唱响了黎
明的战歌，感谢他们为人们带来了更多机
会，生的机会。

我的一天，从7：20开始。
走进书房，打开电脑，今天又会有一篇

文章与我相遇，今天的这篇，名字叫作《我看
到了什么，又为什么感动》，是一篇关于抗疫
的文章。我不禁想到那些奋斗在一线的战
士们，我的心微微绞痛，尽管我并不认识他
们，但他们是为了全人类而奋斗，不求回报，
尽管有可能失去生命。

看着这篇文章绘声绘色描写的一个个
事迹，我也不禁为之泪目。

那是阿婆因为村委会不肯接收她捐给

武汉的九千元钱而急得大哭的画面。阿婆
每个月只有330元的固定收入，每个月还要
靠捡垃圾补贴家用，拿出的九千元钱无疑是
阿婆一生勤勤恳恳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而
此时却要捐出来。村里的人想必也一定知
道阿婆生活困苦，所以坚决不肯接收，但阿
婆却急得大哭，说的那句“他们太可怜了，我
想帮帮他们”使人泪目。

那是军医彭渝瞒着家人驰援武汉得到丈
夫肯定支持后流下的泪水。“我知道他会支持
我”，这句在感动之下说出的话无疑更好地验
证了这一点：“爱情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
的态度。所以，你的决定，我支持。”

是啊，在这种需要人民团结一心的时
候，大中华儿女就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正

所谓患难见真情，在这时，不论男女老少都
站起来出自己的一份力，不论是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自己，中华儿女在遭遇
困难的时候会同气连枝，共同击垮病毒！

12:00 吃完午饭，我便投入一天的作业
之中。

不知怎的，或许是心系武汉人民，良久，
无法投入状态之中。写这篇作文时，或是因
为话题太过沉重，或是因为可恶的病毒正在
夺去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我的手不停地颤
抖，心中时时刻刻地为陷入危险中的人们祈
祷着。

18:00，准时开始的仰卧起坐会让我的
身体更健壮，多运动，病毒什么的都是浮云！

早起早读，是为了学习知识，当灾难再

次来临，我们就可以为祖国效力，为大陆增
添一份新的生机与希望。

白天学习，是为了对得起延长的假期。
我们都清楚，这是迫不得已才做出的决定，
同时也是为我们的安全考虑，我们在这段时
间里不能落下学习，唯有努力学习，那些奋
斗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们才会感到欣慰。

体育锻炼，是为了强身健体，不要让病
毒侵入自己的身体，减少被感染的风险。

晚上早睡，是为了明天有更充足的时间、
精力，去与千千万万的同胞们共同“荷枪驰”！

为天使们祈祷的同时，也让我们行动起
来，我们的心与天使们同在，与千千万万同
胞们在一起，让我们一起努力，打赢这场战
争！借用那句话结尾：待到疫情诛除时，笑
谈也曾“荷枪驰”！

岳阳市六中1901班 陈晓宁
指导老师：周 玲

我 的 一 天

岳阳职院

对口帮扶对口帮扶 献策出力献策出力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通讯员 方颖军

胡迪辉）3月27日，岳阳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中
国邮政岳阳分公司、梅仙镇党委及驻柘庄村扶
贫工作队共同召开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

在对柘庄村近两年来的脱贫攻坚工作表
示肯定的基础上，针对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
的影响，岳阳职院负责人表示，如何将疫情影
响降至最低是当前必须认真思考并亟待解决
的问题；要进一步认真落实收官之战的重点
任务，重点解决“三大难题”、做好“两件事”、
实施“提升工程”，确保“重点问题清零”；要科
学把握收官之战的方式方法，坚持“统筹”方
法，坚持问题导向并不断树立先进典型。“如
期实现贫困人口全部出列，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是必须兑现的‘军令状’，没有任何退路。”
现场推进会后，与会人员分赴各自结对帮扶
贫困户家庭进行了走访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