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唐垲嵛 ）“现在养
殖场年驯化虾苗2000万尾， 已带动10多
户农民养殖。正在建设一个全自动的工厂
化养殖基地。”5月19日， 在芷江侗族自治
县芷江镇白溪坪村，返乡创业者李叶海介
绍，他突破传统养殖海虾技术，进行反区
域室外南美白对虾工厂化养殖取得成功。

芷江是全国首批结合新型城镇化开
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县。

近年来，该县立足当地优势与特色产业，
积极鼓励、扶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
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 县财政每
年安排创业引导专项资金。 将农民工等
返乡创业人员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建立
健全返乡创业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
机制，对创办工业企业的返乡人员，从项
目立项、选址、用地审批等方面提供全方
位“保姆式”服务。

同时，芷江大力改善创业环境，完善

农村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推进“宽带乡
村”建设，改善互联网服务，并结合美丽
乡村建设，改善农村村容村貌。还加大物
流建设等投入，构建县、乡镇、村3级农村
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引导和鼓励电子商
务交易平台渠道下沉。目前，阿里巴
巴等电商龙头企业、农村淘宝项目已
进驻芷江。

创业带动就业。农民工舒金林从
深圳返乡创业，在芷江禾梨坳乡古冲

村建起1200多亩猕猴桃产业基地，解决
了100多名当地农民就业。目前，芷江共
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点30余个，已
吸引农民工等5000余人返乡创业，直接
带动2.5万人就业。

郴州“1+X”
执纪模式制度化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学奇 朱若
葵）郴州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周亦彬今日介绍，该市
纪委监察局几天前印发了《实施监督执纪标本兼治工作办法
（试行）》，以制度形式固化该市探索的“1+X”执纪模式。

“1+X”，即通过查处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
制度、规范一个领域、警醒一批干部，实现综合惩防。郴州市
新出台的《实施监督执纪标本兼治工作办法（试行）》，要求纪
检监察机关在监督执纪治标的同时，通过案件剖析、专项治
理、防控整改、警示教育、案件通报、案件回访等，构建标本兼
治完整链条，发挥监督执纪综合效应。通过发现带普遍性、突
出性的问题，组织或责令相关地方、单位和部门开展专项集
中整治。治理一个层面的问题，带动多个层面问题治理；规范
一个领域，带动相关领域规范，继而建立防止类似问题再次
发生的长效机制。

“实施监督执纪标本兼治工作办法，是对去年‘1+X’执
纪模式实践后的归纳与提升。”周亦彬介绍，去年通过“1+X”
执纪，先后在项目前期经费管理混乱、私车公养、公务接待、
国家公职人员兼职取酬等6个方面进行专项整治。 仅私车公
养专项整治，就涉及5130人，清理资金2269万元，已清退上
缴资金192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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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启动
“教育扶贫+就业扶贫”
今年投入1900万元，资助500名贫困学生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肖畅 徐媛媛）今
天上午，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与吉利集团联合推出的

“教育扶贫+就业扶贫”励志青年资助计划项目启动，拟为500
名贫困学生提供免费上学、安排就业，最终实现家庭脱贫。

据了解，纳入青年资助计划的受助对象，将获得为期5年
的资助，前3年在湖南吉利汽车职院就读，毕业后到吉利公司
工作2年，期满后可自主决定去向。今年投入约1900万元，将
在湖南、河北、贵州、四川、陕西和山西等地选出500名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且通过高考，被学院正式录取在汽车技术类
专业学习的学生作为首批受助对象。受助对象就读期间的学
费、住宿费、教材费，以及英语、计算机和技能考证费用等，将
全部由资助计划承担。

湖南吉利汽车职院院长袁礼斌表示， 项目至少将持续3
年选择受助对象，如果推进顺利、效果良好，还将逐年扩大名
额，让更多学生免费上学，掌握一技之长。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袁忠民）5月18日一早，家住永州
市零陵区东门一号小区的蒋方义老人，
来到楼下公交车停靠站， 翻阅摆放在公
交站的书籍报刊。他说，他来这里看书看
报已有1个多月，充实了生活，愉悦了心
情。零陵区图书馆馆长李向阳介绍，在公
交站设立免费报刊点， 方便候车人和周
边市民阅读， 这是区里建设全民阅读平
台、推进全民阅读的一个新举措。

近年来，零陵区认真实施“文化强区”
战略，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举措，突出文化
惠民“微建设”“微服务”“微实事”“微民
生”工程，打造“步行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
圈”。 区里将阅读作为提升全民素质的重
要途径之一，制定了中长期规划，并完善
考评机制，将其纳入建设学习型城市和精
神文明创建考核范畴。同时，开展阅读“九
进”活动，即进机关、社区、景区、学校、家
庭等。在城区，在65个公交站建设免费报

刊点，由公交站周边行政事业单位每天更
换、补充书刊。在城南、城北人流聚集场
所， 各建设1个藏书3000册的自助图书
馆，可随时借书还书，自动化处理，24小时
服务。在学校周边和人口密集点建设10家
免费图书吧，配置音乐、花草、空调、茶水、
充电桩等。在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建设20
台电子阅读机。在农村推进综合文化服务
网络建设，建乡镇（街道）文化站16个、农
家书屋517个，做到了全覆盖。

零陵区还不断丰富阅读内涵， 常态
化开展创建“书香校园”“书香机关”“书
香社区”“书香村镇”“书香家庭”等活动，
以及“文化零陵·全民阅读”活动、“书香
零陵·美丽家乡”青少年爱国主义主题读
书活动、“爱我零陵·成就梦想” 演讲比
赛、“沐浴书香·放飞梦想”竞赛和经典诗
文朗诵等一系列活动，打造“党员干部读
书月”“青年书香号”“阳光家园爱心阅
读”等阅读活动品牌。

出台优惠政策 改善创业环境

芷江鼓励返乡创业带动就业

让市民随处可阅读

零陵区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圈

新闻集装

永州：
率先成立驻京团工委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刘跃
兵）5月21日， 全省目前唯一驻京团
工委———永州市驻京团工委成立。
据了解， 永州籍在京创业务工青年
和学生达4万人。成立永州市驻京团
工委， 将更好地服务在京创业、就
业、就读的永州青年。目前，永州市
驻京团工委正积极筹划“永州最美
乡村教师、留守学生首都夏令营”大
型公益活动。

武陵区：
举办“敬日事变”研讨会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肖洋
桂 通讯员 汤金泉 ） 今天，“敬日事
变”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常德市武陵
区举行，1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敬日
事变”的经验教训、事变中的群众武
装斗争等议题，进行了探讨。1927年5
月24日上午，国民党驻军及军警突然
关闭常德城门，会同县长公署和警察
局的稽查队，兵分多路向常德各革命
机关、团体发动突袭，实行了惨绝人
寰的大屠杀。因当天电报韵目代日为

“敬”，故称“敬日事变”。这次研讨会，
旨在纪念在事变中牺牲的英烈，铭记
历史，开创未来。

北湖区：
为全区残疾人购买保险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颜石敦 阮
涛 曹智华）“感谢区里为我们购买意
外伤害险。”5月23日， 家住郴州市北
湖区人民路街道的残疾人黄先生高
兴地告诉记者。每年5月第3个星期日
是全国助残日。 今年助残日前夕，北
湖区筹资67.63万元，为全区6763名残
疾人购买意外伤害险。该保险涵盖意
外伤害身故、意外伤害伤残、意外伤
害医疗、一般疾病医疗、重大疾病医
疗等保障功能。

东安：
2万名党员“云端”缴党费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刘联波 唐常 谢雨含 ）5
月22日上午，东安县“党费云”系统
上线运行，该县2万多名党员无论身
在何地，都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等， 直接向所属党组织指定的
账户缴纳党费。 该县有1000余个党
支部，过去人工收缴党费，给流动和
离退休党员带来不便。 今年4月，东
安县委与银行部门对接， 投入60余
万元， 抽调40多名工作人员， 建设

“党费云”投入运行。

科技引领两型生活
5月23日，由长沙市芙蓉区科技局、芙蓉区科协主办的“科技活动周”主题活动暨两型创新创业成果展在东湖街道办事处党员

活动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微标本制作及展示、“破铜烂铁”艺术作品展、阳台蔬菜种植技术展等，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黄怡 摄影报道

看花鼓戏听弹词
长沙文艺演出
送到居民家门口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刘柯）为纪念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同时迎
接第4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到来， 今天下午，“到人民中
去———与人民心连心”2017长沙文艺志愿服务专场演出，在望
城区茶亭镇东城社区举行，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欢声笑语。

这次活动由长沙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明办共同主
办。周卫星、红叶组合、李丹、王志敏等文艺工作者，为基层群
众送来了小品、相声、长沙弹词、花鼓戏等具有湖湘特色的文
艺节目。社区居民们跟过年一般喜气洋洋，抱着孙儿拖着小
板凳看大戏，一个个乐不可支。

文艺志愿服务是文艺工作者参与社会实践、奉献艺术才
华、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长沙市文艺工作者积
极投身各种志愿服务活动，每年送戏到基层100多场，受到群
众热烈欢迎。

安化黑茶入选中国
十大茶叶公共区域品牌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夏赞治 陈
尚彪）昨天，记者从安化县茶叶产业办获悉，安化黑茶首次入
选由国家农业部评选的“中国十大茶叶公共区域品牌”。

5月18日至21日， 农业部和浙江省政府在杭州举办首届
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会上发布了“中国十大茶叶公共区域
品牌”评选结果。这是1959年农业部评选出中国十大名茶后，
第二次推出全国名茶榜。

安化10家茶企抱团参加了这次展会，展示了安化黑茶近
年来迅猛发展成果。据了解，去年，安化县茶园面积达到31万
亩，全县从事黑茶及关联产业人员达到32万人， 创综合产值
150亿元、税收超过2亿元。

“体育+”结合“旅游+”

醴陵举办马拉松赛助力“醴北”扶贫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蒙志军
通讯员 陈晓凤）“三级安全教育无考核
记录”“楼层内无临边防护”“二层脚手架
连墙件过少”……近日，在长沙岳麓区观
沙岭街道，几大本厚厚的《安全生产技术
服务隐患排查报告》， 吸引了记者目光。
去年来， 该街道引入第三方湖南展通安
全科技有限公司，对辖区所有在建工地、

重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健康大体检”，
及时发现和清除安全隐患， 做到防患于
未然。

“安全是最前面的数字1，所有工作
都是后面的0，没有了安全，所有工作都
将归于零。”采访中，街道办事处主任苏
文斌介绍，在岳麓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和
指导下，去年以来，街道深刻吸取过去安

全事故的教训，主动作为抓安全生产，确
保了辖区安全大局平稳可控。

主动作为，责任上肩。街道明确领
导干部安全生产“一岗双责、 党政同
责”，建立责任清单，日常照单监管，失
职照单追责。开展“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年”活动，加大对重点企业监管执
法力度，全面推行痕迹化监管。定期开
展隐患排查整治， 针对排查出的安全
隐患，压实责任，全程跟踪回访，从根
源上遏制事故发生。

观沙岭街道：主动作为抓安全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肖洋
桂）昨天，常德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国内阔海级环岛水主题乐园———湖南常
德欢乐水世界经全新升级改造，将于5月

28日与游客们重新见面。
据介绍，常德欢乐水世界占地约20万

平方米，拥有金色沙滩、穿梭时光隧道、音
乐喷泉广场等数十处人文景观。 今年，所

有游玩项目全面翻新升级，增加了“碰碰
乐”项目，可让游客们自由驾驶充气圆艇，
体验在水上驰骋的快感，还能与其他参与
者相互碰撞。在玩水活动体验方面，风情
演艺将更加丰富多彩，将推出异国风情大
巡游、水上电音派对、全球比基尼大赛、小
丑互动以及各国演艺团队的精彩表演等。

常德欢乐水世界升级开园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廖蔚佳 陈明 程耿孺）“这次‘体
育+’结合‘旅游+’，有力提振了当地干
部群众决胜脱贫攻坚的信心。” 近日，醴
陵市举办首届“醴北人家” 山地马拉松
赛，国内外1500余名选手奔跑在醴陵北
部旅游扶贫专线上， 前来观摩赛事的省
体育产业集团总经理陈彬感慨地说。

近年来，醴陵市力推“旅游助跑”加

速脱贫、建设“美丽乡村”力抗返贫，在该
市贫困人口较集中的北乡片区， 创建国
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已投资4亿元，建
设了一条长达90公里的旅游扶贫专线，
贯通片区7个省级贫困村。 通过旅游开
发，带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善等，促
使片区建档立卡贫困户1641户4902人
尽快脱贫。7个贫困村中，官庄、沩山、樟
仙岭和隆兴坳4村已入选全国乡村旅游

扶贫重点村，力争5年后各村人均旅游收
入达到1万元。

首届“醴北人家”山地马拉松赛在隆
兴坳村开赛，村党支部书记付铁棉高兴地
说：“通过这次比赛， 村里生产的白芽、皇
菊以及‘五福堂’蜂蜜等特产，越发有名
了。”他介绍，隆兴坳村是耿飚将军故里，
近年来， 村里依托清代古民居耿传公祠
等，大力开发乡村旅游，增加了村民收入。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5月 23日

第 2017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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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 1040 1628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0 173 0

8 8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5月23日 第2017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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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8653210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6
二等奖 22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191242
8 2799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608
132859
1854184
13842428

116
4667
67501
501285

3000
20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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