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涟源“简政放权”惠民生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肖小利） “以

前办残疾证需要搭两趟车到城区才能办理， 现在镇里就可以代
办， 还有干部上门服务。” 10月10日， 涟源市杨市镇蓉峰村村
民老杨拿着刚办好的证件高兴地说。 通过“放管服” 改革， 涟
源整合1056项行政权力， 逐步下放至基层， 占该市各部门行政
权力总和的33%。

今年来， 涟源加大“放管服” 改革力度， 向职能部门手中
权力“开刀”， 将集中在少数部门的行政处罚执法、 行政检查、
行政奖励和行政给付等相关权力下放到基层， 减少不必要的审
批环节， 清理不需要的证明， 进一步方便群众办事、 降低就业
创业门槛、 减轻市场主体负担， 形成家门口办理、 一站式服
务、 规范性运行、 简单化操作的良好机制。

为确保权力放得下、 接得住、 管得好， 涟源将“放管服” 改革
纳入涉改单位的年度绩效考核， 占总分值的8%； 建立容错纠错制
度， 对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客观问题予以及时纠正， 解决干部后顾之
忧； 建立严格考核机制， 对消极工作、 推进不力、 懒政怠政等行为
实施问责； 加强乡镇等接权部门的业务培训， 采取集中学习、 跟班
学习、 上门指导、 模拟训练等方式， 提升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办事
效率。

通过改革， 许多部门实现了工作方法的升级创新。 市残联
为符合条件的困难残疾人开辟绿色通道， 上门为行动不便的群
众进行免费鉴定、 免费照相、 免费办证和送证， 以及落实政策
和其他个性化服务。 民政部门， 将老年人优待证等证件的办
理， 由市政务服务中心延伸至各乡镇， 并由村里集中代办， 让
群众少跑路， 甚至不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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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6亩土地入股每
年能分4513元， 每月油茶基地管护有
1500元，加上过年老板奖励，一年下来
收入有2万多元。 ”国庆节前夕，邵阳县
蔡桥乡水口村村民尹友生如约来到怡
悦油茶专业合作社，从老板周根生手里
领到了自家油茶收益款。

在邵阳县近100个油茶专业合作社
里，像尹友生这样每年能“坐地”分红的
村民有5109户， 其中贫困户占60%以
上，直接受益人口1.7万余人。

邵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为啃下脱
贫“硬骨头”，近年来，该县依托“中国油
茶之都”和“中国油茶之乡”的金字招
牌，全面推行油茶种植普惠制政策。 县
里对油茶林低改与新造， 分别按每亩
500、1000元的标准给予扶持， 帮助每
个贫困人口发展1亩以上高产油茶林，
确保贫困户有稳定的增收致富项目。 进
入盛产期后， 油茶每亩每年可创产值
4000元以上，稳定收获期在70年以上。

邵阳县还成功将油茶产业申报为
省级重点扶贫产业，对有能力在家发展

生产的贫困户，鼓励他们种植油茶。 同
时，建立委托、合作帮扶机制，引导扶贫
对象以土地资本入股，或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大户承包、订单生产等新模
式发展油茶生产。 县里每年捆绑投入
6000万元以上资金，用于扶持油茶等特
色农业产业，激发产业脱贫活力。近3年
来， 全县发放到户油茶产业扶持资
金逾5000万元， 帮助36个村1770户
贫困户签订了委托帮扶合同， 帮助
50个村2275户贫困户签订了股份合
作帮扶合同， 带动3.2万名扶贫对象

种植油茶。
目前，邵阳县已新造油茶林20.2万

亩， 建成全国油茶标准化示范基地21
个，茶油年产量接近2万吨、产值逾13亿
元。 油茶产业成为精准脱贫“利器”，全
县已有5.3万贫困人口依靠发展油茶等
产业实现脱贫。

�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彭业
忠 通讯员 陈生真 赵魏武 ）“5万多元
钱的住院费，报销了4万多元，医疗救助
政策太好了。 ”近日，吉首市矮寨镇中黄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龙珍梅出院后感慨
万千。

吉首市30.75万人中， 有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4.458万人； 在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中， 每年需住院就医的达7500多
人， 占该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的
17%。

今年来，吉首市先后出台《吉首市
医疗救助帮扶工程工作方案》《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慈善救助实施细则》等
多个文件，启动医疗救助精准扶贫“一
站式”工作。 医疗救助帮扶工程救助资
金包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大病保
险基金、民政救助资金和财政兜底帮扶
资金， 由市人社局建立帮扶资金专户，
用于办理资金的核发、支付。 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低保对象以及新产生的大
病、 特殊慢性病患者住院诊疗结束后，

到“一站式”服务窗口办理出院手续时，
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大病医疗保险费用
和民政医疗救助按规定报销的金额，由
医院垫付。总费用在上述3项冲抵后，报
销金额未达到80%的差额部分，由市里
兜底。 患者只需支付总费用减去上述4
项后的自付部分，就可结账出院。

对不需要住院治疗、 常在门诊就
医、负担较重的特殊慢性病患者的大额
门诊费用， 该市分类提高报销比例，或
实行年度限额报销。 对通过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支付后自付费用仍有
困难的贫困患者，全部纳入救助范围。

现在，吉首市多方筹集资金设立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帮扶资金专户。 由
市财政投入1036万元，为全部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购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和“扶贫特惠保险”。 今年以来，吉
首市已为住院的5428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报销了2559.58万元， 贫困户自付
费用 571.01万元 ， 报销比例达到了
81.77%，有效遏制了因病返贫现象。

常德叫停企业违规生产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通讯员 程文科 记者 肖洋桂） 本

该停产整顿， 却仍违规生产。 10月8日， 常德市安委办负责人
带队采取“不打招呼、 直插现场” 的方式， 对石门、 津市、 安
乡的煤矿、 非煤矿山、 粉尘涉爆等重点行业领域部分企业进行
暗访督查， 发现安乡有一家企业生产现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当即叫停。

当天11时许， 暗访组抵达石门永兴煤矿， 发现该企业停产
期间较好遵守了停产要求并加强了值班值守。 随后， 抽查了津
市东常采石场和青山坳采石场等非煤矿山， 没有发现非法生
产。

15时许， 暗访组来到安乡工业园安乡龙威新能源公司。 该
公司因消防安全不达标， 于今年8月被要求停产整改， 目前仍
处于整改期。 检查人员在厂内原材料生产车间发现， 几名工人
正在生产作业， 车间里弥漫着高浓度粉尘， 粉尘最浓处能见度
仅1米左右。 检查人员全面检查后， 发现该企业不仅不具备基
本安全生产条件， 且安全管理混乱，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当即
要求其停止生产， 撤出所有生产作业人员， 并责成安乡县相关
部门对企业负责人进行立案处理。

南县发现9座古炮台
呈圆形环绕，疑似古城遗址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通讯员 胡建根 梅小花 记者 龚柏
威) 今天上午， 南县文物管理所对外公布， 在该县南洲镇大郎
城村考古发现9座古炮台。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专家向桃初
教授表示， 考虑炮台分布形状等因素， 当地极有可能存在古城
遗址。

此次发现的9座古炮台位于涂家台古文化遗址北边不远处，
当地叫“大郎城”。 今年9月初， 南县在大郎城村修筑公路时发
现9座炮台， 县政府邀请国内专家进行鉴定。 专家发现9座炮台
均匀分布在近似圆形的“大郎城” 周围， 炮台均为人工堆土形
成， 围出了一个高出周围地面2米至3米的土台。 相邻两个炮台
之间的土埂子也是人工堆土形成， 初步确认为城墙。

“大郎城这个地名是先辈们传下来的， 说明古代这里可能
有一座城。” 向桃初说， 炮台围成的圆圈内， 随地可见厚大的
古代青砖老瓦， 炮台最高的有4米至5米， 勘探显示为人工运土
堆砌， 这些特点与古代城址情况均吻合。 据1929年成书的 《南
县乡土笔记》记载：“大郎城在二郎城(实为三郎城)之南，现存土
堡八九处， 高四五丈不等。”

目前， 南县文物部门已对古炮台进行抢救性保护， 并邀请
专家进行深度考古勘探。

嘉禾破获
跨省电信诈骗案
湖南日报10月 10日讯 （通讯员

尹振亮 记者 颜石敦 ） 10月9日， 嘉
禾县公安局举行“8·7” 系列电信诈骗
案退赃大会， 来自云南、 湖南、 广西、
四川、 福建等地的7名受害人， 共领到
被骗走的资金17.8万余元。

今年8月7日， 嘉禾县公安局珠泉
派出所接到受害人李某报警称， 有人
冒充领导， 以“上级派送救济车， 自
付超出款项” 为由， 骗走其3.8万元。
嘉禾县公安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 成
立专案组， 对案件进行侦破。 专案组
赴多地调查取证， 历时一个多月， 确
认该案系家族式犯罪团伙作案， 今年4
月以来作案多起， 诈骗金额巨大。 9月
20日， 专案组抓获犯罪嫌疑人3人。
犯罪嫌疑人供称， 他们以冒充上级领
导等方式实施电信诈骗7起， 涉案金额
26万余元。 目前， 公安部门已追回被
骗资金17.8万余元。 案件在进一步侦
查审理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郑万生

“喂喽嗬，喂喽嗬，喂喽嗬……”10
月10日一大早，随着一位老汉的几声吆
喝，一群猕猴从周围的树中、藤丛、竹林
向老人跳跃而来，有的手舞足蹈，有的
抓腮挠头，模样极为可爱。 老人一边抛
撒玉米， 一边将背篓的红薯倒在地上。
近百只猕猴争先恐后地抢吃食物。食物
放完后， 老人静静地坐在树桩上抽烟，
开心地看着这群争食的猕猴。这是记者
在江华瑶族自治县蔚竹口乡上塘村见

到的人猴和谐相处的一幕。
这位在萌渚岭大瑶山深处喂猴的老

人叫冯荣财，是蔚竹口乡上塘村人。 他喂
养野生猕猴虽然只有一年半时间， 但与
这群野生猕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2016年上半年，村民冯某球用尼龙
绳制作成猎捕野生动物的套索，放到小
冲源山场上。 第二天，套索就套住了一
只野生猕猴。 他将猕猴带回家后，有人
以300元价格将猕猴买走。 消息被村支
书、冯荣财老人儿子冯茂枝获悉。 冯茂
枝赶忙安排人，将那只被卖出的野生猕

猴用300元钱赎了回来。
冯某球涉嫌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 被该县森林公安刑事立案查
处。 森林公安办案民警带着冯某球，来
到猎捕野生猕猴现场，要他指认布置套
索的范围和确切地点，并将他之前放置
的10多个套索全部拆除。为留住这群在
湘粤桂边界迁徙流动的野生猕猴，江华
森林公安与上塘村村支两委班子商量，
决定给这里的野生猕猴投食，并得到县
林业局、蔚竹口乡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
研究喂养野生猕猴最佳人选时，冯荣财

自告奋勇，挑起这个重任。那只被猎捕、
贩卖的野生猕猴也被放归山林，由冯荣
财老人喂养。

冯荣财老人虽然已经73岁，但精神
矍铄、身体硬朗。 特别是与这群野生猕
猴打上交道后， 他每天过得更为充实、
开心。 每天一大早，冯荣财老人背着玉
米籽、25公斤生红薯，来到3公里外的小
冲源山场， 投食喂养户外的野生猕猴。
一年半时间，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从没
间断。 时间长了，山林野外的野生猕猴
一听到老人发出的“喂喽嗬”声音，便从
四面八方赶来。上塘村原本很少见到野
生猕猴，通过冯荣财老人一年半的投食
喂养，一个规模较大的流动野生猕猴种
群在这里逐渐定居下来。由于这群野生
猕猴定居，上塘村的生态旅游开发也开
始扬帆起航。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彭卫国 王玖华

60多亩无花果正是成熟期，一颗一
颗地长在枝丫上，青青的，小巧玲珑；几
百只鸡满地跑，不时还飞上果树，偷啄
几口无花果；2名农妇正蹲在果树下割
草，不时有几只鸭子跑过去，啄草里的
虫；不远处，一对夫妻，一个摘果，一个
装果，有说有笑、配合默契。

这是10月2日， 记者在双峰县走马
街镇洋潭村村民胡本喜的无花果基地
看到的场景。 那一对摘果的夫妇，正是
胡本喜和妻子冯小平。

“这是刚摘下来的无花果， 纯生态

的，你们尝一尝。”胡本喜身材健硕、皮肤
黝黑、声音浑厚、笑容灿烂。 可5年前，他
曾是一个因吸毒“四进宫”的“瘾君子”。

1970年出生的胡本喜，双峰县走马
街镇洋潭村人，17岁顶替父职进了双峰
县交通局的一家下属企业。上世纪90年
代初企业改制， 他成了一名下岗工人。
不甘平庸的他，前往广州打工，赚了“第
一桶金”， 不久便在双峰县城办起了汽
修厂，成了家。1997年，经济条件较宽裕
的他，在朋友的引诱下染上毒品，从此
开始了灰暗的人生。

“知道我吸毒后，父母基本上每天
都是以泪洗面， 妻子在绝望下与我离
婚，儿子更是把我当仇人看待，我觉得

自己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 ”
“要想重获幸福和尊重，必须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戒掉毒品。 ”醒悟过来的
胡本喜，在家人关心下，在县禁毒办的
帮助下，于2012年彻底戒掉了毒品。

重获新生的胡本喜，为了彻底斩断
过去，与复婚的妻子从县城搬到了老家
洋潭村。

2013年初，他偶然了解到山东威海
一家合作社种植的无花果市场反响很
好。“我们双峰还没有种无花果的，而无
花果是抗癌良品，市场前景可观，我何
不尝试一下？ ”打定主意后，他远赴山东
威海学习无花果种植技术。

2013年底，胡本喜在老家洋潭村种

了60亩无花果，在他精心培育下，第二年
就挂了果。此后，他又创办洋潭生态种养
农民专业合作社， 承包了村里700多亩
山田，种植水稻和苗木；承包6口鱼塘养
鱼， 还在无花果基地上放养2000只土
鸡。 如今，他的合作社吸纳了周边150多
户农户加入，其中贫困户就有72户。

聪明好学的胡本喜，还在网上给鸡
场和无花果基地做直播吸引客源，在手
机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卖自家生产的
无花果和土特产。去年，他又买来机器，
做无花果茶片、果腩、干果和无花果酵
素，产品一上市就被销售一空。

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合作社专
门腾出一间办公室，作为胡本喜戒毒咨
询室，向社会宣讲毒品的危害，帮助吸
毒人士成功戒毒，并成为一名优秀的网
络禁毒志愿者，经常参加省内组织的禁
毒演讲。

今年，胡本喜仅无花果这一项收入就
有近20万元。尝到甜头的他，正在着手培育
无花果盆景，让无花果进入千家万户。

油茶产业 脱贫“利器”
邵阳县已有5.3万贫困人口靠发展油茶等产业实现脱贫

医疗救助 帮扶“法宝”
吉首市今年已为住院的542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报销2559.58万元

创业记

� � � �他因为吸毒，4次被强制戒毒；如今，他痛改前非，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昔日“瘾君子” 今朝创业者

老百姓的故事

瑶山萌渚岭 古稀喂猴人

桂花飘香
10月9日上午， 长

沙市桂花公园， 市民在
桂花树下休闲散步。 进
入农历八月以来， 长沙
各大公园及道路边的桂
花陆续绽放， 吸引了不
少市民和游客闻香赏
桂。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0月 10日

第 2017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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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 1040 609440

组选三 488 346 168848
组选六 0 173 0

8 7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0月10日 第2017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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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5782827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12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673237
6 18115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57
57477

1060985
6925933

22
2071
40005
259385

3000
200
10
5

1416 25 26 3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