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刘联波 章佰政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我们种植一亩芥菜， 至少可获纯利
600元。”9月14日，东安县紫溪市镇八复村
贫困户李继来与荷田种养合作社签下20
亩芥菜种植订单,领回了20罐种子。

李继来4年前加入荷田种养合作社，
每年都与合作社签订单，用自家4亩田种芥
菜。今年，他决定扩大种植规模，通过承包
当地村民农田，将芥菜种植面积扩大到20
亩。同时，合作社与广东佛山签下了80万
公斤芥菜订单。

荷田种养合作社是紫溪市镇荷叶塘村党
支部书记张晓辉在2013年领头创办的。经过4
年发展，该合作社已在紫溪市、大庙口两镇10

个村发展社员300多户， 蔬菜种植面积超
1000亩。2013年以来， 该合作社带动和帮助
90多户贫困户通过发展蔬菜、烤烟、水果等而
脱贫。今年芥菜行情看涨，张晓辉等合作社理
事看准行情，前往广东佛山，以每公斤0.4元的
保底价，签回了80万公斤芥菜供应合同。

销售合同签回来后， 合作社迅速购买
芥菜种子，并通过合作社QQ群，向社员发
出种植芥菜的通知，约定有意种植芥菜者，
集中到合作社签种植订单。 有了保底价收
购，社员们争相前来签约。短短一个上午，
80万公斤“订单芥菜”就有了着落。签约的
23户社员中，贫困户有12户。

来到合作社的佛山蔬菜批发商翟旺盛
一边与种植户签约，一边给种植户们鼓劲：
“你们放心种，到时有多少我要多少。”

“你们放心种，有多少我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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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张友凡 蔡跃平

初到湘潭， 总会有热情的市民为你指
路；横过马路，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会为
你积极引导；公交站、公园、剧院，公共秩序
有条不紊……在湘潭，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城
市的温度与厚度。

9月中旬, 记者走进了这座日新月异的城
市,感受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渗入“莲城”的各个角
落，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凝聚着这座城市向
上的力量。

用红色文化“铸魂”

情景歌舞剧《日出韶山》、花鼓戏《特别支
部》、电视连续剧《东山学堂》、大型实景演出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经过湘潭市深挖红色
资源精心编排、制作出的一系列红色作品，赢
得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以红色精品鼓舞人，以红色活动塑造人，
以爱教基地激励人。近年来，该市突出“主席
家乡”这一特色，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不仅在
红色作品创作上大放异彩，还组织开展“爱国
报国 圆梦中国”“学党史、感党恩”知识竞赛
等主题活动， 让广大群众在红色文化的熏陶
下，不断增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通过

开设红色文化课程、 组织大中小学生参观韶
山毛泽东纪念馆和彭德怀纪念馆、 东山学校
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植入未成年人心中。

用文艺作品“强心”

文化精神是一座城市的底色。 湘潭市不
断涌现出来的经典文化作品“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持续激发出强大的正能量。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必
先做到入眼入耳。该市组织专家编辑了《文明
湘潭人读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用小故事、动漫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图文并
茂易于群众接受。

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
容，湘潭市本土词曲创作者谱写了一曲《与
文明同行》的歌曲，并制作成光盘、手机铃
声，在市直各媒体、广场公园、公交车载电
视等媒介和广大群众中进行广泛传播。同
时，举办“与文明同行”歌唱比赛，让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歌声不时浸入到人民群众
的耳中。

“村村建阵地、乡乡搭舞台、周周有演出、
月月有活动、季季有赛事”，湘潭市每年的“欢
乐潇湘”活动，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精彩
节目，在逗乐广大群众的同时，也让他们在丰
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中感悟核心价值观，
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
冒热气、旺人气。

用先进典型“励志”

“一个好的榜样，就是最好的宣传。”湘潭
市还注重发挥先进模范人物在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示范作用。

近年来，湘潭市涌现出来的“最美导游”
文花枝、“孝老爱亲”模范杨怀保、“板凳妈妈”
许月华、“爱心爷爷”赵在和、“向日葵女孩”何
平等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 形成了

“道德模范”湘潭现象。
湘潭坚持宣传重大典型和凡人善举相结

合，形成叠加效益。以评选表彰第三届湘潭市
道德模范为契机，深入开展“我推荐，我评议
身边好人”活动，力争通过“拉网式”和“地毯
式” 搜寻， 充分挖掘在平凡人群中的先进典
型，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大张
旗鼓地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

典型先进并非高高在上， 他们是生活在
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该市通过开展道德模范巡讲， 向社会宣
传好人事迹， 用身边的好人感召人们见贤思
齐。 特别是注重发挥全国道德模范的示范作
用，树立群众愿学、肯学、想学的好典型，使广
大干部群众在各自的工作中学有标准、 赶有
目标、行有榜样。

凝聚向上的力量
———湘潭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纪实

9月17日，宝贝们身穿印有“富强”“公正”“爱国”等字样的服饰表演T台秀，演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当天，长沙市天心区“志愿做服务，老少话和谐”献礼十九大活动，在桂花坪街道
桂庄社区举行，200余名居民齐聚一堂，唱响“文明创建志愿争先”进行曲。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张阳 摄影报道

老少话和谐 献礼十九大

通讯员 李小雷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9月18日凌晨2时许，浏阳市大瑶镇农
贸市场人声鼎沸， 猪肉经销商马先生拖着
两边新鲜的白条猪肉高兴地进入市场销
售。和以往不同的是，他所拖运的猪肉盖着
蓝色的印章，不再是自己屠宰而来，而是从
康益品牌鲜肉直销配送点批发而来。

随着市场流通环节检验检疫的全面取
消，生猪只保留了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而
浏阳市合法的定点屠宰场目前只有康益一
家，主要服务范围为浏阳城区市场，而大部
分乡镇销售的猪肉， 都是屠户用传统方法
私自屠宰未经检疫的猪肉， 也就是俗称的
“白板肉”。 为确保餐桌安全， 浏阳市畜牧
局、 市食药监局引导康益屠宰场率先在全
省启动定点屠宰场肉品配送覆盖乡镇市场
试点工作。 大瑶也成为全省首个乡镇鲜肉
直销配送试点，9月18日开秤营业。

屠宰场放心肉直供浏阳南区
各乡镇

当天是大瑶镇康益品牌鲜肉直销配送
点开秤营业的第一天，凌晨2时许，这个位
于大瑶镇农贸市场旁的配送点灯火通明，
一辆标有“浏阳市生猪肉品冷链配送”的专
用车停在配送点门口， 工作人员正从车上
卸载白条猪肉，长沙市屠管办、浏阳市畜牧
兽医水产局工作人员在现场见证和观摩。

“营业第一天配送的猪肉数量有限，一
共只有10头刚宰杀的生猪。” 工作人员介
绍说，这些配送的生猪，都是凌晨在浏阳市
康益定点屠宰场宰杀的， 全部盖有检验检
疫的蓝色印章， 且会向购买者提供肉品品
质检验合格证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随着宣传工作的推进， 该配送点的猪
肉供应量也将逐渐增加， 预计每天将配送
生猪30头左右，并将覆盖整个浏阳南区乡
镇猪肉市场。

而在此之前， 大瑶农贸市场也是南区
乡镇猪肉集散地，来自金刚、澄潭江等浏阳
南区各乡镇的肉贩都会很早就赶到这里批
购猪肉， 但他们批购的猪肉都是屠户私自
宰杀的“白板肉”。

省去麻烦利润可观，配送点
受到肉贩欢迎

得知配送点开秤营业， 来自南区乡镇
的马先生成了这里的第一个客户， 他在肉
架旁精挑细选后，选择了两边新鲜猪肉，交
钱后他觉得比自己宰杀更为划算。

“虽然在乡镇私自宰杀生猪很普遍，但
现在有现成的猪肉可以批发， 省去了不少
麻烦。”马先生说，自己销售猪肉已有10多
年时间， 以往都是自己去养殖户家中购买
生猪，然后进行宰杀，每天几乎没有一点空
闲时间，折算下来，每斤猪肉的进购价格在
9元左右，而且还没计算人力成本。

看着工作人员在账单上写下每斤9元
的销售价格，马先生高兴地说，这样一来，
自己省去了杀猪的麻烦， 销售利润并没有
受到影响，“以后我不杀猪了， 每天都到配
送点来购买猪肉”。

和马先生一样， 一猪肉经销商也当场
选购了两边白条猪肉，“我主要是给一些单
位和学校送肉， 以前也有单位询问过检验
检疫证明，但我拿不出，现在从这里购买猪
肉，再去销售底气就更足了”。

到凌晨6时许，10头宰杀的生猪就被
肉贩们抢购一空。

试点全省首个乡镇配送点，
旨在规范生猪肉品市场

“这是全省首个乡镇生猪鲜肉配送点，
这也预示着浏阳定点屠宰工作延伸至乡镇。”
浏阳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副局长江洪兵介绍。

不能否认的是， 屠户们在私自宰杀生
猪的过程中，因追求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宰
杀病猪，从而威胁到乡镇居民的餐桌安全。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浏阳市才选择在大瑶
镇试点放心肉直销配送工作。

“在大瑶镇试点的基础上，下阶段我们
将在东、西、北区各选择一个重点乡镇进行
放心肉直销配送， 届时将实现全市放心肉
全覆盖。”江洪兵说，在实现乡镇配送点全
覆盖后，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将联合食药监、
公安等部门， 对乡镇私屠滥宰行为展开严
厉打击，确保群众都能吃上放心肉。

鲜肉直销配送到大瑶
———浏阳率先在全省试点定点屠宰场肉品配送
覆盖乡镇市场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
员 马韬）以隐瞒、欺诈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
务，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与开发商串通、扰乱
市场价格……长沙楼市5·20新政出台后，部
分房产中介为了从中获利，弄虚作假。为了规
范房产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经营行为，从
今天起，长沙市住建委、长沙市发改委、长沙
市住房公积金等7个部门， 开展规范房地产
经纪机构经营行为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此次联合执法专项行动，7部门将严查房
产中介28类违规行为；重点检查芙蓉区、天心
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的房地产经纪机构
及从业人员的经营行为。将对管辖范围内存在
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经纪人员
严肃查处，责令限期整改、记入信用档案；对拒

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予以处罚。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4月以来，长沙市住建

委、市发改委、市工商局组成的联合执法检查
组已对全市近300家房产中介机构进行了“地
毯式”检查，对违规中介进行了集中曝光。根据
部署，明确从9月18日至10月28日，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商品房销售
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房地产
经纪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国
家、省市有关政策展开新一轮联合执法行动。

长沙市住建委副主任胡汉清表示， 现在
楼市调控进入关键期， 本次联合执法专项行
动向各方发出了强烈信号， 表明了长沙市政
府进行房地产市场调控、 确保长沙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的决心。

通讯员 向民贵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金秋时节， 瓜果飘香。9月10日星期日，
泸溪县武溪镇黑塘村狮子山葡萄产业基地，
开车前来摘葡萄的果商、市民依旧络绎不绝。
“今年，我家一共产出葡萄8万多公斤，产值一
百多万元， 我还帮周围的种植户代销2万公
斤，大家都有个好收成！”葡萄产业基地的负
责人杨新勇满怀丰收喜悦地说道。

美丽的葡萄脱贫梦
早在1991年，初中毕业的杨新勇回到村

里，看着乡亲们一窝蜂地搞椪柑，难有发展；
他便想另找新路———种葡萄。

这年，爷爷刚从北京回到老家，爷爷曾经
在北京做了几十年的葡萄园艺师。 杨新勇把
想法告诉了爷爷，爷爷很高兴。

1992年秋天，杨新勇精心照料、培管的
葡萄成熟了。“一串葡萄足有0.25公斤……”
杨新勇每天采摘30公斤去镇上销售，没想到
一抢而空。

2004年10月，杨新勇注册了武溪杨新勇
家庭农场。经过26年的艰苦创业，目前，杨新
勇葡萄种植面积800多亩，年收入达160多万
元。

葡萄筑起致富小康梦
狮子山葡萄产业红火了， 如何带领全体

村民致富，成了杨新勇的新梦想。
今年初夏，杨新勇投资300万元，按新疆

吐鲁番葡萄沟模式打造， 葡萄基地内建了一
个长1.2公里，宽2米的集休闲、住宿、餐饮、生
态葡萄观光农庄产业园走廊， 安置采摘、除
草、管理等固定岗位88人，一举解决了村里贫
困建档户的就业路，每人可实现年收入3万多
元。除此之外，他又从村里招募大批临时工，
每天近百名村民帮着收获、装箱。

如今， 盛产的葡萄能及时运送出去，而
且，上门采摘的客户也络绎不绝。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李曼斯）不顾自
身损失百万元、 全身心投入灾后重建的周
回龙， 酷暑下带领200余名党员群众连续
奋战7天7晚抢修河堤的黄明强，年逾六十、
身患重病仍奋战在修渠一线的胡先进……
近日， 宁乡县老粮仓镇表彰了一批在灾后
重建中表现优异的单位与个人。其中，及早
修复村级主干道的双藕村获得奖励10万
元。

老粮仓镇位于宁乡中西部。6月30日至
7月1日， 该镇普降暴雨， 受灾群众达5万多
人。灾后，该镇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动员广大
党员和群众积极投入灾后重建。其中，金洪
村乡友捐资200多万元，老粮社区乡友捐资
70多万元。目前，全镇共修复公路206公里，
100多栋倒毁房屋陆续启动重建，集中安置
基地同心大屋， 地处镇政府所在地黄金地
段，已完成三通一平、将安置倒房户31户。

小葡萄“串”起
脱贫大产业

———杨新勇葡萄产业带领村民脱贫记

长沙7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严查28类房产中介违规行为

干群积极投身灾后重建
宁乡老粮仓镇一村获奖励10万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3
二等奖 6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1235
1 167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952
1875
15268

14
39
356

400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9673
105926

460
258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9月18日 第2017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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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10 15 21 23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 年 9月 18日

第 20172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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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 1040 585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60 173 183380

6 93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通讯员 陈庆林
记者 李秉钧）近日，郴州市纪委发出“十条严
禁”通知，进一步严明国庆中秋节期间纪律。
又派出几个工作组，就是否严格遵守“十条严
禁”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净化节日风气。

“十条严禁”包括严禁使用公款搞相互走
访、 宴请等活动， 严禁违规收送旅游景区门
票、月饼、土特产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商业预付卡、电子红包等，严禁以各种名义违
规发放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严禁借各种
名义组织和参与用公款支付的旅游、 度假和
高消费健身、娱乐活动，严禁向下级机关单位
或企事业单位转嫁、摊派和报销费用，严禁出
入私人会所等。

郴州市纪委明确，对违反“十条严禁”者，
将以“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仅
要追究直接责任人责任， 还要追究党委（党
组）主体责任和纪委（派驻纪检组）监督责任。

郴州“十条严禁”
严明节日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