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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刘联波)“万孝勇、蒋文涛，你
们的生育证明办好了，快到村里便民
服务中心来领。 ”8月7日，东安县芦洪
市镇赵家井村计生专干潘红梅通过
“村计生温馨服务微信群” 通知村民
来领证。 生育证明可以直接在村里
办；在家门口淘宝服务站就能取快递
了；邻里间有了矛盾，村里有人迅速
帮忙调解……今年以来，这些赵家井
村村民急需解决的小事、急事、难事，
因为有了“民生微实事”项目，都顺利
得到解决。

赵家井村有19个村民小组，908
户2573人，该村通过推出“民生微实
事”项目，服务民本民生，有效搭建起
干群之间的连心桥。 建立了养老托老
室和留守儿童之家，解决外出务工人
员之忧；高标准建设村民活动、文娱
休闲等场地和设施，丰富了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利用淘宝服务站，提供
一系列便民惠民服务。 同时，该村邀
请司法所工作人员及安排村综治专
干定期“坐诊”，做好小纠纷的调解工
作，今年共成功化解邻里矛盾12起。

群众利益无小事,反复思考，我们

决定推出‘民生微实事’项目，彻底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把政府
‘服务触角’ 延伸到基层‘神经末
梢’。 ”东安县委书记冯德校表示。

“民生微实事” 项目是东安县
今年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项目，
自今年初推行以来， 已“全面开
花”。 2017年 ,该县确定了154
个“民生微实事” 项目， 计划
投资10.7亿元。 上半年， 完成
投资5.4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
51%。 目前,已有城区中小学学
位及公办幼儿园建设、 学校

（单位） 食堂标准化建设、 行政村污
水治理和环境综合整治、 卫生所
（社区服务中心、 行政村卫生室） 标
准化建设、 标准化农贸市场建设、
棚户区改造、 背街小巷改造、 农村
安全饮水工程等8个方面项目全面开
工建设。

�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何嫘）8月7日7时， 靖州苗族
侗族自治县渠阳镇河街社区谭丽娟
的早餐店， 比平常开门晚了10分钟。
因为店子开在社区十字街路口，过去
店外的路面受损严重， 晴天尘土飞
扬，往常她都要早早来到店里，把桌
椅抹一遍。 如今道路硬化了，店里干
净了。

“变化远不止这些。 ”谭丽娟介
绍，十字街是县城的一条老街，以前

路面不平整， 市政基础设施也不配
套，没有铺设污水管网，当地居民大
多要到外面的公厕方便。 如今雨污管
道铺设好了，老街居民也有了自己的
厕所。

“县庆是老百姓的县庆，是民生
的县庆。 ”今年9月，靖州苗族侗族自
治县将迎来建县30周年，在县庆筹备
工作开始时，县委、县政府定下了这
一基调，既要立足建设有利于长远发
展的大项目，也要着眼百姓衣食住行

的“微项目”。 为此，县里投入1200余
万元，对县城80余条背街小巷进行了
提质改造， 重点进行破损道路硬化、
路灯安装、自来水管改造维修、雨污
管道铺设、空坪隙地绿化美化等。

靖州木材公司制材厂家属区居民
李兴华告诉记者，她家住在5楼，以前
由于自来水管口径太小， 无法满足院
内120户居民用水需求， 夏天用水高
峰常常断水，家中热水器成了摆设。而
厂子早已倒闭， 这里成了无人管的地

方。 县背街小巷改造项目组听到居民
反映后， 主动为这个家属区改造了自
来水管、 铺设了雨污管道、 硬化了道
路。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背街小巷
犹如毛细血管， 渗透到城市各个角
落，数量多情况复杂，许多未纳入改
造地段的群众提出诉求。 虽工程任务
重，但靖州尽力满足百姓诉求，在原
投入1200余万元基础上,决定增加投
资400万元，扩大改造施工范围。

�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亮）“水云峰黄桃个头大、
味道甜，欢迎大家多吃多买！ ”8月8
日，在冷水江首届黄桃节上，冷水江
市委副书记、 市长曾伯怡当起了代
言人，推荐本土特色农产品。

近年来， 冷水江以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重点， 依托资源优势
和产业特点， 实施农业提质增效升

级行动，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田
园综合体，成功打造了水云峰黄桃、
新田蓝莓、 眉山葡萄、 大坪杨梅等
“拳头”农业品牌，带动了一大批富
有农村韵味的特色种植基地、 星级
农家乐和耕作体验产业。 同时，通过
书记市长代言、 果王拍卖、 网络推
荐、电商销售等活动，搭建起展示企
业形象、畅通销售渠道、宣传农业品

牌的大舞台， 农业经济步入发展快
车道。

冷水江还将特色农业产业与脱
贫攻坚结合，通过“扶贫经济组织+
基地+贫困户”模式，利用扶贫经济
组织的技术、资源和销售优势，让贫
困户提升信心、转变观念、提高技术
水平， 帮助贫困户构建起农业全产
业链。

目前， 冷水江共培育出农业企
业256家。根据规划，到2020年，冷水
江还将建成1.2万亩优质水果基地。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路两边的养鸡场内鸡群撒欢，
鱼塘中鱼儿腾跃， 成片梯田里的蓝
莓、 台梅等果树早已是果实挂满枝
头……时值盛夏， 走进邵阳胜利寨
家庭农场， 曾经茅草丛生的荒山野
岭如今生机盎然。

这家农场坐落于邵阳县白仓
镇， 处于邵阳市区至新宁崀山旅游
线路中间位置， 是理想的旅游中间
站。

今年42岁的“开山大王”、农场
主人李爱军是邵阳县白仓镇胜利村
人。 他17岁就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经
过20多年摸爬滚打， 开创出自己的
一番事业，发展到在广州、东莞等地
拥有多个活禽销售档口， 也积累了
一定的财富。

2013年9月初， 由于父母年事
已高， 李爱军回乡创业。 回到家乡

的第三天， 他就打响创业“第一
炮”， 在村内流转荒山30亩， 发展
种养业。 李爱军介绍，建种养基地只
是农场建设“长征第一步”。 农场计
划投资1.5亿元，与“三边”绿化、生态
旅游、农业综合开发、精准扶贫等相
结合， 致力打造集教学、 旅游、 休
闲、 娱乐、 度假服务于一体的现代
化生态农庄。

目前，农场已流转荒山1200亩，
完成投资近500万元，除家禽养殖基
地、有机蔬菜种植基地外，还建成了
邵阳市最大、品种最多的果园。 果园
占地600亩，种植车厘子、台梅等各
类名优水果27种、13500株。另外，在
农场及周围道路种植檀香、 沉香等
名贵树木3200余株。

为了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
2015年3月，李爱军牵头成立湖南宏
源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纳入9户村
民一起发展种养产业， 还安排当地

17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到农场干
活。 另外，他计划投入100余万元建
设安全饮水工程， 为当地群众解决
最为迫切的饮水困难。 现已投入60
多万元，完成打水井、建蓄水池、铺
设供水主管道等工作。

如今， 李爱军又诚邀返乡创业
大学生吴媛媛加盟农场， 更是如虎
添翼。

其间， 邵阳县委书记蒋伟等领
导为农场建设解决了很多难题，镇
村干部也做了大量工作， 可仍有几
处用地矛盾至今悬而未决， 成为农
场建设最大瓶颈。 此外， 农场投入
高、回收周期长，资金周转也是一大
障碍。

“有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我相
信迈过坎就是光明！ ”李爱军说，“我
将竭尽全力把农场建设好， 让市区
居民及前往崀山旅游的游客都慕名
前来旅游休闲。 ”

常德：
省妇幼托管妇产医院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肖洋
桂 通讯员 罗勇） 今日， 省妇幼保健
院与常德富成医疗产业开发有限公
司， 在常德经开区管委会负责人指导
和见证下， 签署了为期20年的托管合
同。 双方约定， 2018年常德妇产医院
建成后， 省妇幼保健院将对医院进行
经营、 管理、 监督和指导。 常德妇产
医院项目位于常德经开区德山大道
旁， 建设总面积10万平方米， 开设病
床800张。 目前， 该项目进展顺利，
今年底主体工程可完工， 计划于2018
年建成并投入运营。

零陵：
启用直升机“扫蝗”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蒋先昭)受气候和各种原因影
响， 永州市零陵区多个竹林区发生竹
蝗灾害，受灾面积大，并呈现出大面积
蔓延趋势， 竹农损失严重。 8月8日上
午， 零陵区林业部门在富家桥镇开展
飞机喷药防治黄脊竹蝗作业。据悉，零
陵区竹蝗受灾区主要集中在富家桥
镇、邮亭圩镇等地。零陵区林业部门于
8月7日至8日聘请湖南省翔为公司对
全区4万亩竹林喷洒高效、无污染农药
进行全面飞机防治， 最大限度控制了
零陵区竹蝗灾情。

�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肖
洋桂）今日，常德市安监局举行新
闻发布会，从现在起至11月，该市
将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整治大会战，
停产整顿一批违法企业、取缔关闭
一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

据介绍， 整治行动主要针对
烟花爆竹、煤矿、非煤矿山、危险
化学品、 工贸行业等5个领域进
行。 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转包分
包、改变工房用途、超范围（超规
格）、超员生产、严重超量库存等

非法行为， 将进行严厉惩处。 同
时， 对停产停建整改煤矿是否停
产停建到位，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高温季节防火、防雷、防静电
措施落实情况以及半停产等非正
常生产状态下危险化学品企业维
修、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
业环节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对工贸行业中涉粉涉爆、 有限空
间作业、 金属冶炼高温熔炉等企
业作业场所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
等，进行排查整治。

常德打响“百日整治大会战”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黎波 汪建）“唯青春与
梦想不可辜负， 最好的我们从这里
出发！ ”8月7日，由醴陵市委组织部、
共青团醴陵市委主办的2017年醴陵
市大学生暑期创业夏令营， 在最后
的创意项目路演活动中完成结业典
礼。 48名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醴陵
籍优秀大学生表示， 本次夏令营虽
仅7天，一路走来，越发对醴陵发展
充满信心，作为醴陵学子，将认真学
习知识本领，助力家乡创新创业。

活动期间，大学生们先后来到
渌江书院、醴陵瓷谷等地，感受醴
陵厚重的人文底蕴和日新月异的
变化。他们在醴陵电商产业园参加
由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新华通
讯社新闻信息中心主办的“创青
春，创富中国行”醴陵站活动，以及
在湖南陶瓷技师学院举办的意为
“创办你的企业”的“SYB”创业培
训班，还深入该市李畋镇，考察华
中农大硕士研究生王芳回乡创业
的“工程蝇+农业”等项目。

醴陵大学生夏令营筑梦前行

�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李川）近日，郴州市
苏仙区栖凤渡镇莲山庄园迎来
2000余名游客，他们欣赏美景，钓
虾、摘哈密瓜，品尝美食。庄园董事
长曹显鸿介绍，今年7月暑期以来，
庄园每天收入突破10万元。

进入暑期，苏仙区旅游市场“加
温”，持续火爆。该区飞天山国家地质
公园景区营销经理肖朝辉表示，夏季
虽是飞天山旅游“淡季”， 但今年暑
期，游客络绎不绝，每天都有1000多
人次。 裕后千年古街等景区景点，也
都创下游客人数新纪录。苏仙区旅发

委主任李海涛告诉记者，今年7月，全
区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同
比分别增长24%、23%。

据了解， 为推动旅游产业发
展，今年来，苏仙区继续推进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启动旅游综
合管理“1+3”体制改革，即设立区
旅游发展委员会、 旅游警察中队、
旅游市场监督管理所、旅游巡回法
庭， 极大提高了旅游统筹协调、综
合治理能力。 同时，设立2000万元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该区还成功举
办台湾原住民生态美食节、良田葡
萄采摘节等活动，引来大量游客。

苏仙区暑期旅游市场火爆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罗飞雄
颜石敦）8月7日，记者在嘉禾县看
到，总投资过2亿元的龙潭新森活
花海度假村正在加快建设。 该项
目包括农业观光园、 北欧风情小
镇、情人坡等，是嘉禾县倾力打造
的“田园综合体”之一。

嘉禾是我省4个城乡一体化
示范县之一。 近年来，该县结合各
乡镇产业发展、 地形地势及人文
风俗等特点，打造风格迥异的“田
园综合体”。先后建成了晋屏镇、普
满乡现代农业观光片区， 龙潭镇、
广发镇、 石桥镇休闲旅游片区，珠

泉镇、塘村镇、行廊镇小城镇建设
示范点。

嘉禾县打造“田园综合体”，旨
在推动乡村实现“景美、 村兴、民
富”。 该县晋屏镇雷公井古村充分
挖掘当地农耕文化、伴嫁歌等民俗
文化，大力发展“五彩稻田”等现代
观光农业，一跃成为旅游新村。 珠
泉镇荫溪村依托毗邻县城的优势，
打造舂陵江风光带，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观光。 今年来，乡村旅游发展
快，至目前全县共接待旅客20万人
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000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10%、15%。

嘉禾打造“田园综合体”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徐德荣
成俊峰 罗飞虎）“建议以角山乡特
色小镇为中心， 打造以香樟苑、三
星蔬菜基地、 银杯水库休闲度假
区为亮点的生态体验项目。”近日，
在衡阳市石鼓区政协专题议政会
上，曾朝霞等6位政协委员围绕如
何加快发展乡村旅游出谋划策。
最终，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加快
发展乡村旅游的建议案（草案）》，
并提交给石鼓区政府。

这是近年来石鼓区召开的第
一个专题协商议政会。 为把乡村
旅游推向更高水平， 石鼓区政协

开展系列专题调研活动， 并组织
政协委员， 分赴长沙县、 汉寿县
和珠晖区等地调研考察， 摸清全
区乡村旅游现状， 吸取先进经验，
形成了相关建议案。 建议案对发
展乡村旅游中具有全区共性特征
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行了剖
析， 从规划引领、 组织保障、 多
元投入、 政策扶持、 基础建设、
产业融合、 旅游营销等方面， 为
加快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了建议。

“我们将充分吸纳这些建议，
补齐乡村旅游‘短板’。” 石鼓区
委副书记、 区长刘浪表示。

石鼓区“协商议政”补“短板”

东安“微实事”架起连心桥
今年确定154个“民生微实事”项目，计划投资10.7亿元

靖州“微项目”改善大民生
投入1600余万元对县城背街小巷进行提质改造

新闻集装

“开山大王”的苦与乐

冷水江热卖品牌农产品

秋容渐露
8月7日，立秋，双

峰县井字镇花山村，
一名村民从沾满露水
的禾苗前走过。 立秋
时节， 大自然的一草
一木渐露秋容。

李建新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414125
0 2218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4
629
6845

4
17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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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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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等奖

11258
74894

290
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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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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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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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25 1040 338000

组选三 295 346 102070
组选六 0 173 0

3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