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9日，电力工作人员在桂阳县欧阳海镇增家源村光伏发电站察看发电情况。去年，该县通过政府担保贷款方式，在36个贫
困村建立了39个光伏发电站。目前，发电站陆续投入使用，助贫困村增收。 欧阳常海 张跃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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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刘坤平 王设计） 近日，家
住邵阳市双清区石桥街道大坡村的张国
丰老人，到附近银行领到了养老金，还取
回了养老保险缴费补贴41928元。他高兴
地说：“我当了一辈子农民， 现在也吃上
‘国家粮’了，真的很感谢政府。”

张国丰今年69岁，2015年3月土地被
征收。去年11月，他和老伴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以后月月有工资。

近年来，邵阳市城市化进程加快，工
业园区、重点项目建设、旧城改造等不断
推进。 为切实解决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
计和社会保障问题，该市于2015年9月出
台《市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明
确以个人参保、 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给
予补贴的方式， 让被征地农民进入国家
养老保险体系，实现“老有所养”。按照相
关标准， 市区共确定被征地农民保障对
象60318人，做到不错一户、不漏一人。

邵阳市区被征地农民进社保， 以大
龄和老龄被征地农民为重点， 按照自愿
参保原则， 设置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两种参保方
式，实行“先缴后补”。该市自主开发启用
了市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信息管理
系统，市、区、街道（乡镇）三级经办操作
实现了信息化，提高了工作效率，避免
了人工操作失误和虚报冒领现象发生。

邵阳市还采取清缴被征地农民社

会保障费、计提村（社区）集体补助等办
法，筹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保障
这一重要民生工程顺利运转。 至5月底，
已为2015年底年满60周岁的15438名保
障对象发放养老补贴6.22亿元。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周俊 王玖华
陈卫 国）“我们生产的竹胶板和木模
板 ， 出口到东南亚 10多个国家和地
区。”5月28日，在双峰县一处竹胶板生
产基地， 中南神箭集团董事长邓玉剑
指着一车车整装待发的建筑模板告诉
我们。

双峰县森林资源丰富，拥有林地114
万亩。近年来，该县推动林业经济转型提
质，通过走好加工、创新、质量、服务“四

步棋”，加快林业产业发展，打造富民强
县“绿色银行”。目前，共培育省级林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7家， 发展竹木加工企业
270余家、林业合作社128家。去年，全县
林业产业实现总产值52亿元， 受益农户
达9.3万户。

按照区域化布局、 社会化生产、规
模化经营和企业化运作的路子，双峰县
着力实施“一镇一业一基地一品牌”战
略。在梓门桥、杏子铺等乡镇，建设20

万亩竹林基地， 配套建设竹木加工产
业；在印塘、锁石等乡镇，建设10万亩
油茶基地；在沙塘、走马街等乡镇，建设
40万亩用材林基地， 形成区域特色林
业产业。同时，推行“公司+基地+农户”
“原料+加工”“研发+产业” 等经营模
式，培育细分产业，开发竹胶板、桥梁
板、车模板、细木工板、指接板等高附加
值产品。

双峰县还努力构建品种推广、 技术

研发、生产经营、林产文化、社会化服务
等5大体系，加快林业产业孵化速度和优
质品牌打造。举办林业科技培训班，组建
科技帮扶队，引导企业与省林科院、中南
林科大等单位开展技术合作， 不断开发
新产品，形成本土品牌。其中，海人科技
研发的弹性木椅、多功能保健床、保健按
摩床垫等新产品走俏全国； 桑圆门业研
制的别墅大门、原木门和室内套装门等，
获得多项行业大奖。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曹辉 蒋睿 通讯员 徐媛
媛）近日，第六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名单揭
晓， 湘潭市委办公室成这次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市州党
办系统单位。

湘潭市委常委、秘书长陈忠红介绍，湘潭市委办严格
遵照市委提出的“忠诚忠实，精细精致，过细过硬，尽善尽
美”的工作要求，密切联系群众，着力打造党办优质品牌，
让市委放心、群众满意。近年来，他们全力协助市委加快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小康建设、精准扶贫、企业帮扶等中
心工作和园区、县域经济、产业及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
去年湘潭市全面小康管理成效综合评分居全省第一，获
评“全面小康工作综合优秀”。

同时，湘潭市委办坚持实行每月“群众工作日”制度，
室务会成员带头联系基层镇村， 全办83名在职党员全部
按时到社区报到，服务社区建设，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全办
干部职工与联点镇村困难群众结对子， 实行“一对一”帮
扶。协助市委领导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筹措帮扶资金75万
元。做好市委书记公开电话接听办理工作，群众来电反映
事项办结率达100%。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李秉钧）6月1日下午，郴州
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告该市全面实施电梯安全责任保
险，是全省第一个实施此类保险的市州。

电梯作为与广大市民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一类特种
设备，实际上就是一种交通运输工具，一直以来都备受社
会和媒体的关注。截至今年5月底，郴州市共拥有各类电
梯8905台，其中使用15年以上的老旧电梯140台，使用6至
8年以内的占50%以上。 且该市电梯数量每年以20%的速
度增长，在电梯数量增多的同时，电梯投诉也不断增加。为
抓好电梯安全， 郴州市2011年在资兴市试点电梯安全责
任保险，很受业主欢迎。2014年，又在嘉禾县和市城区进
行推广。今年，该市出台《郴州市电梯安全责任保险实施方
案（试行）》，在全市全面推行电梯安全责任保险，做到全覆
盖。

郴州市质监局总工程师刘忠生介绍， 每年新增的电
梯量，加上未来5年内随着电梯的不断老化，该市老旧电
梯数量将增至5000多台，电梯安全监管势在必行。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吴正辉）近
日，安化县田庄乡湘岩村计生家庭贫困户蒋青山接过蒋建
兵送的慰问金，激动得热泪盈眶。

蒋建兵是湘岩村人， 他于2013年利用计生家庭小额
贴息贷款项目创办诚丰生态庄园，种植了830多亩中药材
和250多亩茶叶，解决了60多名计生家庭劳动力就业。

据了解， 益阳市计生协会为提高计生家庭自我造血
功能，充分发挥政策导向和示范引领作用，加大项目帮扶
力度，指导有条件的计生家庭发展符合政策、适销对路的
项目。据统计，近5年来，全市共开展计生“三结合”（即计
生工作与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建设
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项目61个，实施计生家庭小额贴息
贷款项目157个，重点帮助计生家庭发展种植、养殖、运输
等产业，已有4.8万户计生家庭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 今日， 在长沙湘雅医
院， 江永县80后小伙熊永平的造血干细
胞，成功空运重庆，捐献给一名7岁小女
孩。“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 我的造血干细胞能挽救一个小
生命，我感到很自豪。”熊永平激动地给
远在江永的家人打电话说。

军人出身的熊永平2000年12月退
伍，在江永县财政局工作。2015年5月，熊
永平报名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 去年12月29日经检索， 熊永平的
HLA分型资料与一名异地求助白血病患
者初配相合， 当湖南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管理中心通知熊永平， 说他与重
庆一名7岁的患者初步配型成功，并询问
他是否同意作进一步高分辨配型时，他
毫不犹豫地表示了同意。

今年3月，经过HLA高分检测和身体
体检， 熊永平符合捐献条件。5月3日，熊
永平接到管理中心捐献函，建议他于5月
27日入住湘雅医院。

这几天， 熊永平连续几天注射干细
胞动员剂，其间出现一些腰酸背痛、类似
感冒的症状。“采集期间， 医护人员给我
打了葡萄糖酸钙。 整个过程虽然有些不
适，但想到可以挽救一个小孩的生命，我
感到很幸福。”熊永平说，他希望有更多
的志愿者参加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行动
中来，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 � � �据了解，熊永平是江永县首个成功进
行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也是今年永州市
首个成功进行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

湖南日报6月1日讯（李寒露 吴林芳）近日，常德市公
安局治安支队成功打掉一个公安部督办的特大制造销售
假酒案，涉案金额2000多万元。

公安机关这次共捣毁制售假冒茅台、五粮液等高档白
酒窝点7个，当场查获各种假冒名贵白酒1700多箱及假冒
茅台基酒2000多公斤，还有各种包装材料、商标、灌装工
具等。该案涉及陕西西安、安徽合肥、广东广州与东莞、浙
江温州和湖南常德、长沙、永州、娄底、岳阳等地，24名团伙
涉案成员全部落网。5月31日，张某、樊某、黄某等首批13
名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
讯员 王艳）今天，记者从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举行的加强静脉输液管理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从今天起，该州全面取
消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除儿科门诊）
门诊输液。

过去，“凡病必吊瓶” 的现象较为普

遍。但人们习以为常的静脉输液在医学上
属于侵入性操作，等于一次小手术，会对
身体产生潜在性伤害甚至诱发疾病。为严
格遵循世卫组织提倡的“能口服就不注
射，能肌肉注射的就不静脉注射”的用药
原则，自治州将分层次、分步骤取消门诊
不合理输液行为，确定了门诊、急诊不需

要输液治疗的53种常见病、多发病，并对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民营医
院的门诊、 急诊输液提出了严格要求。州
卫计委将对州直医疗机构和县（市）级医
疗机构静脉输液管理工作， 每年开展4次
以上监督检查。检查结果与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补助经费挂钩，并在全州通报。

湖南日报6月1日讯（李寒露 刘进麒）
今日上午，常德市城区武陵阁步行城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的宣传教
育活动。该市互联网协会代表还在活动现
场发放了“行业自律倡议书”。活动现场，
不少市民冒雨观看宣传展板，一些家长还
带着孩子前来学习网络安全知识。在咨询
台，来自常德市公安、司法、律师协会、文
化综合执法、网络举报中心等部门的工作
人员一字排开，向市民耐心讲解。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颜石敦 罗飞
雄）“经过心理老师的疏导， 压力没有先
前那么大了。”今天上午，嘉禾县第一中
学高三学子罗燕丹走出学校心理辅导谈
心交流室后，心情轻松。嘉禾县第一中学
共有1100多名高三学生， 前段时间，学
校老师发现不少学生焦虑、 烦躁， 吃不
下、睡不好。为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5月
20日学校专门腾出一间教室作为心理
辅导谈心交流室。 截至目前，“高考心理
咨询团” 共为500余名高考学生进行了
心理咨询服务。

邵阳市区被征地农民养老无忧
已为15438人发放养老补贴6.22亿元

双峰打造富民强县“绿色银行”
林业产业年总产值达52亿元，受益农户9.3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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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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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
成立“高考心理咨询团”

光伏发电助增收

江永青年义捐干细胞救幼童

自治州取消门诊不合理输液

让市委放心、让群众满意
湘潭市委办获得我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殊荣

郴州全面实施
电梯安全责任保险

益阳市4.8万户
计生家庭脱贫致富

常德破获特大假名酒案
涉案金额2000多万元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曾翔 马笃勇）永兴县商务部门负责人昨
日介绍，今年1至4月，该县通过精准招商，实
际利用外资6561万美元， 实际利用内资
15.5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65%、31.47%。

今年来，该县借助“全国最具投资潜
力百强县市”品牌，创新招商方式，建立
“便商之家”大数据服务平台，构建异地商

会网络，实施精准联络内外客商，推进“乡
情招商”“小分队招商”“园中园” 招商、引
老乡建家乡等。同时，该县建立县级领导
联商包优机制， 明确每名县级领导联系1
至2个招商引资项目和1至2名重点客商，
由52名县级领导确定了60名重点客商，
实行一对一、面对面的联络和招商，促进
客商投资永兴或以商招商引进项目落户

永兴。今年前4个月里，该县先后签约招商
项目24个，占年度任务的53%。

落户永兴县高新技术产业园的众和
科技项目现场， 工人们利用晴好天气正
加紧施工。该项目负责人刘丽东介绍，该
项目从洽谈到落地动工， 用了不到一个
月时间。投产后将从事电子产品生产、销
售和包装材料生产等。

永兴精准招商成效好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1日

第 2017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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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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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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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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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李治 通
讯员 廖亚柳）长沙市近日发布《关于进
一步做好房地产住房市场调控工作的通
知》后，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的人数明显
增加。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文德
勇介绍，从5月27日至6月15日，每天上
班时间调整为8时至12时、13时至17时、
18时至21时。5月20日前预约成功的市
民， 可凭预约单等资料于6月15日前，按
预约时间到登记中心办理过户手续。未
取得预约单的市民， 在5月20日前已签
订购房合同， 并已支付部分或全部房款
的，可持银行付款凭证或银行流水，在6
月5日前申请预受理。

长沙：
不动产过户升温

湖南日报6月1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丁会云）5月30日，临湘对外发布消
息， 该市分别与武汉港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湖南和立东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了临湘港区项目战略框架协议及临湘
汽贸大市场建设协议。据了解，武汉港集
团公司与临湘就岳阳港临湘港区项目签
订的合作框架协议，总投资5亿元。湖南
和立东升控股集团投资建设的临湘汽贸
大市场，总投资2.8亿元，是临湘开展“引
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以来，成功引
回的第一个大项目。

临湘：
一天签约两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