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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黄沈培 秦会胜 ）
12月13日， 记者走进芷江侗族自治县楠
木坪镇联合村，见村容整洁，家家便道入
户，户户干干净净，到处绿树成荫，讲文
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随处可见。村党支部
书记刘辉介绍，过去村里垃圾遍地，棚舍
乱搭乱建，通过“三化一改”，村容村貌发
生了很大变化。

今年来，芷江以“三化一改”（绿化、
净化、淳化及危房改造）为重点，大力推

进“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借助农村
危房改造政策，完成高铁、高速公路、国
省干线、 三道坑旅游环线沿线民居风貌
改造1500余户，改造农村危房900户。还
注重路旁、宅旁、水旁、村旁“四旁”绿化，
种树栽花。 目前， 已完成村级公路绿化
14.6公里，绿化河岸线10.6公里，种植树
木11万余株。

在芷江水宽乡拾担村，一条条平坦的
水泥路向农家延伸，一栋栋风格统一的新
民居高低错落， 一个个生态庭院如诗如

画。闻不到生活垃圾的异味，取而代之的
是花草的芳香。村民潘明说：“我们村原来
的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原来废弃的坑塘
变成了文化广场，还安装了路灯，村里古
树、古桥、古井得到保护。今年，我们村被
评为全国第三批最美丽宜居村庄。” 据统
计，目前，芷江已建成45个“美丽乡村·
幸福家园”示范村、3个精品村。

“物质生活好了,精神文明也不能
落后。”芷江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曾佑
光说，通过在全县乡村开展“树村规民

约、倡文明新风”“好婆婆好媳妇”评比、
“文明家庭”与“最美家庭”评比等活动，
有效提升了群众文明素质。 禾梨坳乡古
冲村以前红白喜事大操大办， 通过立村
规民约、树文明典型，村里逐渐形成了喜
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新风。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刘庚旺 欧阳友忠 骆力军）12月12
日，宁远县九嶷大道旁湾井镇下灌村、路亭
村、西湾村几十户居民的房屋完成了“穿衣
戴帽”施工，显得典雅气派、明亮耀眼。至
此，该县“美丽乡村”建设告一段落。全县
“美丽乡村”串点成线，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宁远县是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
点县、湘江源头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

境内生态良好，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该
县大力实施“生态立县”等发展战略，努力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县里整合涉农
资金，按照“古色、绿色、特色”和“一乡一特
色、一带一风格、一村一品牌”要求，在218
个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县领导及县直
单位“一把手”共办联系点161个，开展绿
化、亮化、净化、美化、序化“五化”行动，并
进行封山育林、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等。

为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宁远县实
行财政奖补， 激发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积
极性。湾井镇下灌村发动村民，实施沟渠
疏浚、村道拓宽、污水处理等工程，新建
湿地公园、百亩赏花带，改造民居273栋，
还建成生态农庄16家， 成为新的乡村旅
游热点。今年“十一”黄金周，该村就接待
游客10多万人次。

据统计， 宁远县先后投入资金12亿

元，全县新增绿化面积5.52万亩，在乡村安
装路灯3662盏，完成民房“穿衣戴帽”1.9万
户，新建农村停车场17个、客运站11个、文
化广场57个， 改水1万余户， 发展农家乐
160家。建成了以“九嶷山+周边村”的“美
丽农村”示范带，形成了“一村一品、一村
一景”旅游新格局。已连续3年被评为全省
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十佳县。 前不久，
该县“美丽乡村”建设经验被全省推介。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姚倩 彭布 ）近日，由邵阳
市工商局大祥区分局拍摄的打击传销微
电影《高薪的诱惑》，在当地微信朋友圈
广为传播。拍摄微电影，是该局“以案释
法”工作手段之一。

作为国家工商总局法制工作基层联
系点，今年来，大祥区工商分局在全省工
商系统率先开展“以案释法”工作，推进
依法办案。 该局定期举行执法办案交流
会，由办案人员选出已办结的典型案件，
就证据收集、办案难点、法律定性、办案
体会等进行剖析，并邀请专家现场点评，
以此指导执法实践。以虚假广告、消费维
权、不正当竞争等为主题，举行了3期执
法办案交流会。

同时，在对外法制宣传上，大祥区工
商分局开展“法制直通车”进校园、社区、
企业活动。从“以案释法”数据库中选取
贴近民生的典型案例， 举办巡回讲座3
场，引导消费者、经营者学法、懂法、用
法、守法、护法。该局还创新传播方式，运
用新媒体新技术普法。 以近年查办的典
型案例为素材，组织拍摄“我与工商不得
不说的故事”系列微电影3部，在当地网
站、微信平台上发布，点击量已达20余万
次，收到好效果。

户户干干净净，到处绿树成荫

芷江“三化一改”扮靓乡村

一乡一特色、一村一品牌

宁远“美丽乡村”蔚为大观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通讯员 田明时 侯福喜 陈智

勇 ）12月12日上午，汉寿县“智慧民生”电商平台不到3小
时，就销售汉寿甲鱼37.5吨，实现销售收入20多万元。这是
汉寿县运用电子商务助推农产品进城的一个例子。

汉寿县农产品资源丰富，但过去信息不通、销路不畅，
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今年来，该县以创建国家电
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契机，运用互联网+，破解“三农”难
题。县委书记杨昶、县长车世忠先后10多次调研电商发展
工作，现场解决问题11个。县里先后投资1500多万元，在高
新区建立电商产业孵化园， 并建成了功能完备的县级电商
公共服务中心。投入100多万元，引入专业培训团队，免费
培训电商创业者1万多人次。利用邮政、“智慧民生”平台，建
立村电商服务站500多个，发展用户30余万户。还采取“电
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建立了汉寿甲鱼、玉臂
藕、油茶、土鸡等20多个特色农产品基地和资源库。

一系列举措让汉寿县电商步入发展快车道。 今年来，全
县新增电商企业78家，带动1万多人创业就业，实现电商交易
额6亿多元，同比增长30%；农产品线上交易额2.1亿多元，是
去年同期的220%。该县湖南湘湖水产有限公司投入100多万
元自建“湖南优农网”电商平台，已实现交易额1100万多元。

互联网+助推农产品进城

汉寿电商破解“三农”难题

大祥区工商“以案释法”
推进法治建设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胡寒蕾）“今年10月，我们打响年
底税收‘攻坚战’以来，税收来势很好。”
12月13日， 永兴县地税局局长李晓峰表
示，该局全年任务可全面完成。

今年“营改增”后，失去了营业税这
一主体税收， 永兴县地税收入一度出现

任务进度滞后的情况。进入第四季度，县
地税局成立领导小组，算好时间、任务、
税源“三笔账”，制定了促收工作方案和
“百日攻坚战”责任落实清单，将任务层
层分解、责任级级压实，并组织多个税收
工作小组， 分赴县内多家重点税源企业
开展税源调查， 及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

状况，做好收入分析预测。
同时， 永兴县地税局发挥综合治税机

制的效用，协调国税、财政、住建、房产等部
门，对全县涉及“营改增”的建筑业、房地产
业的工程项目进行梳理， 筛选出110个重
点项目，逐项走访，堵漏增收。至11月30日，
永兴地税今年共入库税收6.22亿元， 剔除
“营改增”因素影响，同比增收1329万元，实
现了收入总量、收入质量“双稳定”。

永兴地税打好年末税收“攻坚战”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通讯员 宋建华 记者 周小雷）
日前，在常德市地税系统绩效点评分析会议上，石门和桃源
两县地税局长作典型发言。巧合的是，两位局长均为军队转
业干部，从他们铿锵的语气中，我们似乎能读到他们在日常
工作中的一丝不苟、在作风建设中的雷厉风行。

常德市地税系统目前有军转干部149人， 占全局在职
干部人数的12.13%，其中有4人已担任县市区局局长，另有
多人成为各岗位的业务骨干。

多年来，该局注重培养、大胆使用军转干部，充分发挥
他们的工作扎实、 意志坚强的优良作风， 帮助补齐业务短
板，优先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迅速完成角色转换。军转干
部郝小明十多年坚持自学， 通过了注册税务师和全国司法
考试；退伍士兵丁若冰，也成为全省地税系统业务尖子。近
年来，不少在军营中荣立过二等功、得到过军区级先进的军
转干部又因表现优秀在省、市各级地税系统立功受奖。

戎装褪去志不退
常德地税军转干部有作为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3871902
2 3145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6
718
6930

6
12
145

250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4134
84307

328
1967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12月14日 第2016147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1 1603 05 15 21 23 24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2月 14日

第 2016342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63 1040 273520

组选三 284 346 98264
组选六 0 173 0

4 84

12月13日下午，学生
在学习灭火器的使用方
法。当天，湖南外贸职业学
院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活
动，1000余名师生参与体
验。 郑翔 摄

消防安全
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