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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欧阳
倩）中秋节前夕，长沙市芙蓉区特
困老人廖益鸣收到了一份“节日
礼包”： 区政府为包括他在内的
3005名低保人员， 每人发放了
1000元临时生活补贴。 据悉，今
年5月，芙蓉区出台《慈善精准救
助困难家庭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从助困、助医、助学、助
老、助贫、助葬、助急、助无八大方
面设置了救助项目， 实现了区政
府对以低保户为主的困难家庭基
本生活的全面兜底。

2016年以来，芙蓉区主要领
导在深入基层调研过程中发现，
现有低保标准还不足以保障困难
家庭的基本生活， 民政救助在某
些领域还没有常态化机制。为此，
芙蓉区出台该《办法》。

按照《办法》，低保人员不仅
在春节、端午、中秋3个节日里可
获领1000元临时生活补贴，还可
每年获领两次各1000元的门诊
救助补贴。遭遇重特大疾病时，还
可获得累计不超过2万元的年度
医疗救助金。此外，享受低保的在
校学生，从幼儿园到高中、大学，
分别可获得最高6000元、5000元
和1万元的助学金； 年满60周岁
以上低保人员每月每人按200元
标准发放养老生活补助金。

失去劳动能力、 遭遇重特大
紧急事故的贫困人口， 三无人员
以及低保人员去世后，《办法》都
有精准帮扶。以低保人员为例，通
过这一举措， 芙蓉区低保人员人

均月收入将增加657元， 再加上原有的人均550元/
月的低保金， 低保家庭人均月收入将达到1207元，
其基本生活可得到保障。据介绍，芙蓉区每年对困
难群体的生活救助将超过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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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邹
仪 通讯员 唐建明 袁忠民）“没想到
零陵区变化这么大，到处都是免费停
车位。”9月26日，刚从浙江回乡创业
的张立元一回来就买了一台新车，赞
扬家乡停车很方便。近年来，永州市
零陵区为破解“城市病”，大力推动学
位、床位、车位、蹲位的“四位”建设，
办好民生微实事。

随着城市规模扩张， 零陵区上
学、停车、住院、如厕的“四难”日益凸
显。零陵区委、区政府将其作为重要
民生工程，采取建、扩、修、挤等措施，

放大“四位”空间。区里将其纳入全区
年度绩效考核和党政主要领导实绩
考核范畴， 今年累计投入15亿元，实
施民生微实事项目1827个，重点突出
抓好“四位”建设。

零陵区“短平快”推进“四位”建
设， 每个项目原则上1个月内正式开
工，6个月完工。 完工后“精细化”管
护，按照“谁所有谁管理、谁受益谁管
理”的原则，确定管护责任单位和人
员，确保发挥长期效益。至今，该区新
建和改扩建学校5所，新增学位4600
个； 改扩建医院3所和180个村（社

区）卫生室，新增床位3200张；新建
和改扩建公共停车场13处， 新增车
位1.7万个；在旅游景点、街道节点和
交通换乘点新建公厕127个， 新增蹲
位1500个。区政府带头拆墙透绿，将
办公区内一块空地建成有150多个
车位的生态停车场。各单位也纷纷拆
除围墙，建成1100多个车位，向市民
开放。

零陵区“四位” 建设项目的实
施，大幅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满意
度， 零陵区进入全国幸福城市 20
强。

瞄准学位、床位、车位、蹲位发力

零陵区办好民生“微实事”

湖南日报10月 8日讯 （通讯员
楚雯 向晓慧 记者 雷鸿涛）玩游戏、
打陀螺、捡板栗……国庆前夕，中方
县中方镇炉亭坳村土地主农庄（农家
乐）好热闹，“庄主”潘海生穿梭于游
客之间，忙得不亦乐乎。他说，农家乐
平均每天接待游客100多人，“效益
最好时一天纯收入上了3万元。”

靠着农庄，潘海生成了村里先富
起来的“能人”，他招聘村里贫困村民
到这里上班。在这里上班的贫困村民
向其国说， 目前村里有8名贫困村民
是这里的“长期工”，还有10多名“临

时工”。
中方县积极发展以乡村旅游为

主体的全域旅游，全县已建成各类休
闲农庄、 农家乐75家。 自2015年以
来，农家乐直接或间接带动农村劳动
力就近就业1.5万余人， 帮助全县
3500多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为发展农家乐，中方县出台了旅
游产业扶贫方案和鼓励旅游企业吸
纳当地贫困户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
施，大力推广“旅游+农家乐+扶贫”
新模式。即由贫困户向金融机构申请
贷款，成立合作社；合作社将贫困户

的信贷资金集中起来， 入股农家乐；
农家乐统一进行经营和管理，给贫困
户分红。

为延伸“旅游+农家乐+扶贫”产
业链条， 中方县还规划建设了7个乡
村旅游扶贫示范村，计划总投资1.62
亿元用于示范村基础服务设施和旅
游景点及配套服务设施建设。通过该
模式，该县打造了南方葡萄沟、荆坪
古村、康龙自然保护区、黄溪瀑布等
景区，初步形成了“生态游”“农家游”
“科普游”“度假游”“果园风景游”等5
大类农家乐旅游产品。

中方县农家乐带动就业
帮助3500多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周晓鹏 伍交才

“思蒙，您给了我最纯朴的热情、
最深厚的乡情、最美好的回忆，是我
今生最难忘的牵挂。”国庆前夕，坐上
从溆浦南站返回省城的高铁，省直工
委纪工委副书记黄敏深情地在微博
上写下了这段话。

9月24日至28日， 省委党校第53
期中青班第2学习小组10名师生，来
到溆浦县思蒙镇思蒙湾村开展“驻村
入户体察民情”体验式培训，与村民
结下了深厚情谊。

百姓家中问冷暖
思蒙镇地处思蒙国家湿地公园，是

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驻村入户体
察民情”体验式培训的教学基地。

思蒙湾村是省级贫困村。带队的
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
研部副教授杨丹进村安排的“第一堂
课”就是体察民情。她说：“只有走到
老百姓家里，才能找到穷因，帮他们
想办法拔穷根。”

83岁的贫困户邓竹必，双目失明
多年， 其女儿患病致双目失明，40多
岁的儿子尚未娶亲。省主要污染物排
污权储备交易中心主任吴小平自掏
腰包， 为老人送去慰问金及大米、食

用油等生活物品。
贫困户金中富家中有80多岁老

父亲要赡养，3个小孩常年患病，一家
人生活全靠自己打零工和政府救济。
湖南工程学院组织部部长张小刚详
细讲解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等精准
扶贫政策。

走访中，学员们与10户困难群众
结成了“亲戚”。省科协青少年科技中
心主任陈紫封在《民情日记》中，把自
己的学习感受和准备为村里办的几
件实事记录下来，笔尖流露着真情。

田间地头劳作忙
思蒙湾村今年遭遇特大洪灾，致

使5组溪河两岸保护农田的防洪堤坝
多处被毁， 至今还有2公里防洪堤和
50多亩良田尚未恢复。

9月27日， 学员们扛着工具来到溪
边修复堤坝。 看到学员们干得起劲，群
众也纷纷加入修堤队伍。祁阳县委副书
记、县长金彪深有感触地说：“党员干部
带头干，群众就会跟着干！”

劳动中，学员们挥锄铲土，清淤
挑沙，垒石筑堤，干得热火朝天。“通
过劳动，体味了艰辛，历练了作风，锤
炼了党性，更拉近了我们与群众的距
离。” 常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陈
爱喜浑身大汗，但仍感到畅快淋漓。

当晚，学员们开展了思蒙美景“随

手拍”评比，还以这次体验式培训的感
受为主题，集体朗诵了《美丽思蒙我的
家》诗歌，观看的村民们拍手叫好。

献力旅游摘穷帽
培训学习期间，学员们白天走村

串户，问需于民；夜间集中座谈，商讨
脱贫对策，专门组织召开了思蒙湾村
脱贫攻坚献计献策座谈会，提出了30
多条“金点子”。

“产业是脱贫攻坚的必由之路。”
衡阳市政府法制办主任杨安定说，思
蒙旅游资源丰富，思蒙湾村要大力发
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让群众吃上旅
游饭。省统计局财务基建处处长朱敏
丽认为，群众要脱贫，关键要完善好
镇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为群
众铺好路，为发展添把力。

发展旅游，规划先行。有过南岳
衡山景区管理工作经验的省直工委
纪工委副书记黄敏表示，要抓住思蒙
国家湿地公园建设的机遇，认真做好
镇村规划，打造旅游美景，讲好思蒙
故事。湖南湘投控股集团党群工作部
主任周灵方建议，加大景区招商引资
力度，通过撬动社会资本，推进思蒙
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

“事事考虑旅游，处处打造景点，
人人都是导游。” 一同参加献计献策
座谈会的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溆浦县委书记蒙汉认为，要把旅游的

“人气”变成脱贫的“财气”。
为支持村里发展，学员们还共同

捐助项目扶持资金，帮助村里改造道
路、建设村级综合服务平台。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罗雅琴 姚学文)国庆长假
最后一天， 长沙市岳麓区纪检干部来到该区七里营
社区，了解住在这里的区直某局局长的“八小时外”
生活。而这，如今在岳麓区已经成为“新常态”。

党员干部“八小时外”一度是监管空白，也是违
纪行为“高发地带”。今年3月，岳麓区明确，党员干部
“八小时外”，要严格遵守“严禁酗酒、严禁酒驾”等
“八严禁”行为规范。与此同时，由岳麓区纪委牵头，
对各部门、单位“一把手”实施以“两访两查两报告”
为主要内容的监督举措，对他们的社交圈、生活圈、
休闲圈“三个圈”不定期开展走访和“体检”。

岳麓区纪委副书记张晨阳介绍，走访是立体的，
除走访其居住地所在的社区(村)组织，还有物业公
司、当地群众等。一旦发现问题或线索，及时调查核
实并处理。

就在9月份，岳麓区某局长父亲八十大寿，家中
的其他几个兄弟极力要求为父亲操办一场寿宴。得
知此事的区纪检干部，立刻提醒该局长严格遵守“八
严禁”，以免犯错误。该局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将
大型寿宴改成了一场小型家宴。

“‘八严禁’让党员干部有了行为参照，也是加强
了对我们的保护。”岳麓区咸嘉湖街道工委书记李群
素说，“区里对党员干部‘八小时外’ 的生活进行规
范，是一项极其有益的举措。”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倪志刚
王萍）精准扶贫，饮水思源。今天上午10时18分，在苗歌声
声的花垣县十八洞村大峡谷里， 简朴而隆重的十八洞山
泉水厂正式建成投产仪式举行。

十八洞村山泉水厂由步步高集团与十八洞村共同打
造，将成为十八洞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平台。十八洞村
山泉水厂项目，由步步高集团投资3000万元开发，分两
期建设：一期占地2600平方米，以生产瓶装水为主；二期
占地4000平方米， 将生产家庭日常所需的桶装饮用水。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 将直接为十八洞村集体经济带来丰
厚收入，并且对县级财政带来税收。此外，该厂劳动用工
将优先考虑本村的贫困户和村民， 将直接为十八洞村解
决劳动就业30余人。

“水厂投产了，它不仅能改变村里的经济状况，更改
善了村里人的精神面貌， 没想到这山泉水变成了增收的
路子！”十八洞村第一支书石登高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013年11月3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考察
调研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由此开启了全国
精准扶贫的序幕。

2016年初，步步高集团启动产业扶贫“点石计划”。今
年4月27日，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考察
了十八洞村峡谷里的山泉，并带回长沙进行检测，结果表
明水质很好，于是决定在十八洞村建水厂，与十八洞村集
体共享收益。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国庆长假，洞庭湖是否安宁？10月2日晚，岳阳
市渔政站执法人员联合该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
跑遍东、西洞庭湖，暗访督查6个多小时，抓获7名涉
嫌非法捕鱼者。

“接群众举报，有人想趁假期非法捕鱼。”10月1
日， 岳阳市渔政站党支部书记卢益卫与岳阳市江豚
保护协会会长徐亚平会商，决定夜间联合督查。

2日傍晚，湖上风高浪急，两队人马秘密集结，乘
坐2艘冲锋舟劈波斩浪，剑指洞庭湖腹地。卢益卫是
一名渔政“老将”，他迎风挺立舟头，四处搜索。

21时许，行至君山后湖水域，一艘岳阳县渔政
公务船停在湖心，田名光、卢益卫迅速登船，督查值
班到岗情况。 守船的老吴表示：“值班渔政干部在湖
中巡查。”

半小时后，两队人马摸进朝阳沟水域，眼前渔火
忽明忽暗。 岳阳市渔政站站长田名光紧盯前方“强
光”，带领第一小分队直插过去。刘某等4个渔民正
驾船在“迷魂阵”边违法作业，被逮个正着。执法人员
上船检查，志愿者徐沐辉协助取证。

21时36分，渔船动力骤响，卢益卫带领第二小分队
循声追击2公里，追上吴某等3个渔民。登船检查后，卢益
卫对渔民说：“不具备夜航条件，不许捕捞作业。”

22时许，红旗湖水域，又有3名在“迷魂阵”作业
的非法捕捞者被抓获。 两队人马分别护送非法捕鱼
者，就近前往岳阳县渔政局北洲站公务船进行处理。

23时26分，岳阳县渔政局副局长李文芳带队赶
到指定地点汇合， 北洲站站长何力组织人员连夜办
案。田名光抱拳相托：“必须按节前部署严防死守，不
留死角！”

李曼斯 龚再蓉 王谨婷

“国庆搬家，喜庆！”10月1日，宁乡县老粮仓镇村民青
太和忙着整理自己的新居。据了解，该镇有26户洪灾毁损
房屋重建户，在国庆节前夕搬进了新居。

“80岁了，做梦也没想到能住这么好的房子。”老粮仓
镇老粮社区居民张克智在国庆节前5天搬入了新家，新住
房新生活令他开心不已。

张克智老人因患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等疾病，近10
年来一直靠拄拐杖行走。妻子患糖尿病，双目几近失明。
一起生活的小儿子今年50岁， 属智障患者。 一家人住在
50年前建的土砖房内。在今年洪灾中，老人的几间土砖房
全部倒塌。

7月26日，张克智家的新居动工建设。建新居需花费
10万元，但作为全倒户，张克智获得了8万元财政补助。还
有爱心人士送来1.6万元爱心款和一批物资。

位于老粮仓集镇的“同心村庄”建设工地上，邓立平
正在给5户重建户新房的地梁基础进行洒水养护。 这5户
重建户，即将成为邻居。

“多的五户，少的三户，大家一起建，材料和人工成本
都能节省。”邓立平说，不少村民选择了“组团”建房。

灾后重建中， 老粮仓镇有洪灾毁损房屋重建户112
户，其中在“同心村庄”集中建设的有33户。从9月中旬起，
“同心村庄”新居相继动工，预计明年春节前可入住新房。

住新窝 暖心窝
———宁乡县26户洪灾全倒户搬新家

十八洞村山泉水厂
正式建成投产

情满思蒙湾
———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溆浦体验式培训侧记

“八严禁”管好党员
干部“八小时外”
岳麓区创新党内监督方式

洞庭湖上夜擒贼

10月8日，湖南烈士公园，绯红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迷人。当天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寒露，表示雨水渐少，露水增多，气温更低，渐有寒意。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寒露至 秋意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0月 8日

第 2017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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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 1040 703040

组选三 1403 346 485438
组选六 0 173 0

9 4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0月8日 第2017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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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6221284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2
二等奖 12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8 6730422
6 21102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54
67859

1290082
6619217

34
2588
50796
241575

3000
200
10
5

1609 22 30 3315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明子 乔
雁城)今天上午9时，临湘市黄盖镇广坪村段黄盖湖水域
附近，10余台油锯机发出隆隆的吼声，竹竿、木桩纷纷倒
下；6台挖机挥动长臂，一段段矮围被成功铲平……

多年来， 由于历史原因及湖区部分群众非法占用公
共水域围湖养殖，在水域内形成了1700米长、面积达300
亩的围栏，破坏了黄盖湖生态环境，不利于黄盖湖省级自
然保护区的管理和维护。今天，该市水务、公安、林业、畜
牧水产、环保及黄盖镇等共计200余人，对广坪村内非法
围栏进行依法拆除。至下午5时许，该段水域1700米非法
围栏全部被拆除。

临湘依法拆除黄盖湖非法围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