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后备干部参加巡察工作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周怀立 戴鹏
通讯员 陆文）为加强巡察干部队伍建设，让后
备干部在巡察实践中接受教育、增长才干、锤炼
党性，近日，株洲市委制定出台了《株洲市后备
干部参加巡察工作办法（试行）》，从组织领导、
方式方法、管理监督、奖惩考核等方面，对后备
干部参加巡察工作作出了明晰规定： 所有市委
管理的后备干部原则上应参加一轮以上巡察工
作； 参加巡察工作的后备干部与原单位工作脱
钩，其工作表现情况将纳入个人档案，并作为干
部选拔任用重要参考。

常德�传化集团入驻经开区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通讯员 罗勇 记
者 肖洋桂）10月11日， 由传化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4亿元建设的常德传化公路港物流项
目签约仪式，在常德经开区举行。该项目建设
期2年，建成后年营业额可超10亿元，实现税
收约5000万元，解决就业人员约2000人，有望
成为湘西北区域物流中心。常德传化公路港物
流项目选址常德经开区， 规划用地约360亩，
主要建设物流信息交易运营中心、物流总部基
地、立体智能仓储、配套服务中心等。

祁阳 中小学建“明厨亮灶”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李新春）昨天，记者在祁阳县观音滩镇八
尺完小看到，大家可以通过实时视频、学校食
堂后厨的玻璃， 看到厨房卫生和厨工操作情
况。今年，祁阳县投入185万元，计划用4年时
间建好100所学校食堂的“明厨亮灶”，即建设
学校食堂视频监控平台和透明玻璃橱窗，使学
校食堂的食品洗消间、 备餐间等关键部位，以
及菜肴清洗、切配、烹饪等重点环节，随时可供
查看。到目前，该县已经建成祁阳七中、浯溪一
中等10多所学校的“明厨亮灶”。

双峰�为残疾家庭定制设施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
员 肖展发）“双峰县残联帮我修建的低位灶台，
安装的坐便器、浴凳，方便了我的生活。”10月
10日上午，双峰县杏子铺镇中兴村龙厚组肢体
一级残疾人曾喜婷来到双峰县残联，感谢县残
联为她扫除了生活上的障碍。近年来，双峰县
残联高度重视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
造，将其列为惠民工程和德政工程，按照省、市
统一部署，积极筹措项目资金。5年来，已为145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徐德荣 罗飞
虎 戴静）“这条路修得又好又宽， 游客再
多也不怕堵车了。”国庆节前夕，衡阳市石
鼓区衡角公路路面油化完工，当地居民赞
不绝口。这条公路原来“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身泥”， 如今成为一条充满希望的旅游
之路。

石鼓区是衡阳城区的“北大门”，旅游
景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该区以
“打造衡阳近郊旅游休闲新高地”为目标，
依托“全域皆景”的资源优势，大力培植乡

村旅游新亮点，先后编制《乡村旅游发展
规划》《乡村旅游发展扶持奖励办法》，鼓
励加快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今年， 石鼓区拿出600万元旅游扶持
引导资金，对符合条件的乡村旅游企业和
项目进行扶持和奖励。同时，把发展乡村
旅游与打造美丽乡村相结合，投入1000余
万元，实施农村房屋“穿衣戴帽”提质改造
工程，实现房景交融。还启动了20公里乡
村旅游环线公路提质改造工程，开通两条
旅游公交专线，方便村民日常出行和市民

到乡村休闲旅游。
石鼓区立足本地特色，对全域旅游项

目进行整体策划、包装、推介，把石鼓区的
“小线路”融入南岳的“大线路”，推进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先后打造了香樟苑、玫瑰
园等休闲基地， 形成了三星蔬菜基地、云
飞农业等特色产业。 还探索运用PPP模
式建设特色旅游小镇，让游客“食有农
家菜、住有干净屋、游有自然景、购有土
特产”， 全区形成“一村一品”“创意旅
游”等多元旅游新业态。今年1月至8月，

全区乡村游共接待游客217.13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13.02亿元。

石鼓区委书记唐浩然表示， 目前，该
区乡村旅游已从传统观光型向深度体验
型转变，形成了“处处有景、四季能游”的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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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滩区政府买单

“一元民生险”暖民心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冯丽

萍）“27年来，我们冒险救了30多人，从没想过回报，没
想到政府的举措是如此的温暖!”10月12日， 见到记者
时，“中国好人”唐新林、唐满园兄弟高兴地说。在今年7
月的特大洪灾中，兄弟俩在抢险救人中受伤，保险公司
及时理赔，为他们兑现了“一元民生险”赔偿款。

“一元民生险”是冷水滩区政府今年1月与人保财
险公司签署的一项永州市首个由政府买单的民生保险
项目，以全区53万居民及暂住人口为被保险人。凡投保

“一元民生险”，因见义勇为或自然灾害伤亡的，每人可
获赔的责任限额为5万元；受伤住院的，保险期间的医
疗费用赔偿限额为5000元；发生事故的，每次事故责任
限额为500万元，累计赔偿限额1000万元。

今年7月22日晚，在冷水滩区湘江浮桥上散步的刘
某一脚踩空，掉进湘江。正在附近散步的市民刘汉成见
状，立即跳进湘江，奋力将落水男子救了上来。但由于
体力透支，江水湍急，刘汉成被水冲走，不幸牺牲。刘汉
成因舍身勇救落水者被冷水滩区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称号。近日，刘汉成见义勇为“一元民生险”救助
责任险5万元赔偿款也向其家属兑现到位。“‘一元民生
险’， 不仅为见义勇为人员增设了新的安全防护网，更
是对见义勇为者精神上的抚慰。”刘汉成的亲属说。

农贸市场“土洋”结合
保靖农贸物流“试水”智慧化服务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彭司
进）以卖土特产为主、稍显“土气”的农贸市场，如今也
开始变得“洋气”起来。近日，保靖县智慧梅花农贸市场
开业，通过O2O(线上线下)对农副产品、肉类、鱼类、蔬
菜、副食品、小百货等进行经营和销售，既实现了保靖
农贸物流步入智慧化服务新格局，又解决了近400名劳
动力就业。

负责管理、 经营该市场的湖南湘瀛现代农业物流
管理有限公司员工们也忙得不亦乐乎。 智慧梅花农贸
市场场长毛学明不时地看着手机， 然后将一条条指令
传达到各个部门。原来，一些市民通过微信订购生活用
品。“市民通过扫码购物后， 由我们的快递员及时将商
品送到他们手中。”毛学明说。

智慧梅花农贸市场建筑面积2870平方米， 是一个
以农贸市场配套服务、 便民社区商业配套消费为主的
新型智慧农贸市场。经过前期培训，该市场上绝大多数
经营户已经掌握了网上销售技能。 该市场的“网上商
场”，覆盖整个保靖县迁陵镇。市民从“网上商场”购物
后，可通过微信、支付宝、会员卡、移动支付等电子支付
方式，完成交易，由快递员送货上门。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欧阳友忠）10月7日， 来自广东佛山
的50余名旅客体验九嶷山“生态游”“民俗
游”“乡村游”之后，入住宁远县华贸萨维
尔世纪酒店。 酒店总经理史纪伟告诉记
者：“由于国庆、 中秋长假客流的带动，这
家开张还不到10天的酒店， 生意火爆，目
前已接待客人2000余人。”

宁远县依托丰富的生态文化旅游资

源优势，实施“旅游兴县”战略。近年来，该
县开发各类景区景点187个，其中4A级景
区2个、3A级景区2个；投巨资建设南部文
化生态特色小镇、九嶷山文化生态休闲度
假体验旅游区。随着旅游景区设施配套完
善和知名度扩大， 该县全域旅游异军突
起，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该县以今年承办
全省冬季乡村旅游节为契机， 在国庆、中
秋长假期间，精心推出舜帝陵祭祖、三分

石探险、寻龙谷寻幽、仙子山观云、下灌村
赏花、 永福寺祈福等旅游项目和九嶷山、
下灌景区“二日游”“三日游”“五日游”精
品线路，举办寻根祭祖、民俗表演、篝火晚
会、花海美食等“玩转九嶷、乐嗨下灌”系
列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

据介绍，今年来，全县各大景区累计接
待游客突破300万人次。旺盛的人气，推动
了运输、物流、商贸、餐饮、住宿、服务等蓬勃

发展。国庆、中秋长假期间，仅下灌景区就新
增“农家乐”16家。村民李初中创办的“下灌
大酒店”，日接待游客达千人次以上。

目前，宁远县拥有省级特色旅游名镇
1个、 旅游名村2个、 五星级乡村旅游区
（点）1个，市级旅游购物示范点2个。近5年
来，全县接待游客量、旅游综合收入年均
分别增长17.6%、20%，以旅游为支撑的第
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突破65%。

处处有景 四季能游

石鼓区打造郊游新高地

宁远全域旅游异军突起
今年来各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万人次

新闻集装

张家界� “民歌之乡”办民歌节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
讯员 黎治国）今日，张家界市政府新闻办发布
消息，2017张家界·桑植民歌节将于11月10日
举行。届时，将举办桑植“民歌王”选拔大赛、桑
植民歌大型交响乐专场等多项活动。桑植县是
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多民族聚居地，文化底蕴
深厚，素有“民歌的海洋”“民舞的故乡”之称。
目前， 已统计在册的桑植民歌有1万多首。
2008年，桑植县被中国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
国民歌之乡”。同时，桑植民歌入列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王文
隆 通讯员 杨访问 ）“站在这里，反思
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感到万分悔恨和
自责……”今天，在浏阳市召开的整治
“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护雁”行动现场
推进会上， 该市中和镇长安村村委会原
委员陈定辉等人面对100多名参会人员

进行悔过发言， 流下了悔恨的泪水。随
后， 浏阳市纪委将收缴的涉案违纪资金
现场退还给相关农户。

据了解，陈定辉利用职务便利，向邓
某某等3户危房改造户隐瞒可享受的危
改补助政策情况，违规套取危改资金6.4
万元。这次会上，还公开了其他4起“雁过

拔毛”典型案件，有套取油茶低改补助资
金的，有截留残疾补助资金的，等等。

今年来， 浏阳市以零容忍态度严厉
惩治“雁过拔毛”“小官大贪”等问题，通过
约谈、督办、问责、曝光等方式层层传导压
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1月至
9月，全市共查处“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
184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57人，追缴、
清退违规资金1202万元； 查处“小官大
贪”典型案例10件，涉案17人，移送司法
机关11人，收缴违纪资金400万元。

重拳“拍蝇” 倾心“护雁”
浏阳将涉案资金现场退农户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颜石
敦 通讯员 李茅升)�“公路上没人检查
过磅，我试着超了3吨，不久就收到超载
提示信息。”10月12日， 司机李君雄告
诉记者，他超载行驶至嘉禾县嘉宁路富
江村段时，被“智能动检”设备———无人
值守不停车检测系统查获。

据介绍，无人值守不停车检测系统
不干扰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对高速行驶
车辆进行无限制、 不间断自动识别抓
拍、高速动态称重及超限检测，具备图
文远程监控、在线回放、手机智能服务
和联网查询等功能。该系统根据车辆超
限超载情况，对“双超”车辆、人员和企

业采取相应罚款、扣分、吊证等联网处
罚锁定， 为公路部门交通流量统计、交
通情况分析、治理超限超载非现场执法
提供基础数据。

嘉禾县从今年2月开始开发无人值
守不停车检测系统，目前已在嘉宁路富
江村段建成检测点1个， 下一步将再建
3个，使全县治超工作更高效、规范、公
平。

嘉禾“智能动检”巧治超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通讯员 刘波

10月10日中午，绥宁县关峡苗族乡
梅口村驻村辅警李根德忙完事后， 顺路
到107岁的老奶奶苏乾坤家“走亲戚”。

这时，苏奶奶正忙着炒菜。新鲜的
猪肉，是前几天嫁在远方的女儿送过来
的。见李根德到来，她马上要他“搭把
手”， 丝毫没有生疏感。 李根德迅速上
前，接过锅铲炒菜。他特意把猪肉煮一
下，让老人嚼得动。

李根德并不是梅口村人，和苏乾坤
也没有亲戚关系。可如今，在苏乾坤眼
中，李根德早就是她的亲人了。

今年47岁的李根德是关峡派出所
辅警，去年12月，被派驻梅口村。在从
事辅警工作前，他做过乡里的电视摄像

工作。7年前，苏乾坤百岁生日时，他曾
为老人摄过像。

进驻梅口村后，通过走访，李根德得
知苏乾坤的两个儿子均已去世， 孙子都
在外地务工，老人一个人住在家里。村里
曾想把她送到敬老院，但被老人拒绝。

李根德决定将苏乾坤列为重点关
注对象。苏乾坤患有老年痴呆症，经常
一转眼就会忘记自己刚见过的人。刚开
始一段时间，李根德每次上门，老人总
是用警惕的眼神看着他，一旦发现李根
德碰触家里的东西，马上会喊“抓贼”。
就这样，李根德当了很多回“贼”。

李根德与村干部、村敬老院沟通，最
终达成共识：从今年8月底开始，村敬老
院每天向苏乾坤老人免费供应3餐，并由
李根德或其他人专程送到老人家中。

在频繁的接触中，李根德也从苏乾
坤眼中的“贼”变成了亲人。

10月2日， 李根德根据上级要求，
对全村的消防设施进行全面检查。来到
苏乾坤家时， 发现老人一个人坐在门
口，神色有点不对。他上前询问。原来，
这个中秋节， 苏乾坤的孙子们都不回
来，老人感觉有些孤独。天气转凉，老人
床上的被子显得太单薄。李根德将此事
记在心头，下午一回到家，就与妻子商
量，要家人一起陪老人过个节。

当天下午，李根德和妻子到集镇上
买了一盒月饼和一套4公斤重的棉被。
10月3日一大早，李根德和妻子带着月
饼和被子来到苏乾坤家。两口子给老人
换上新被子，帮老人做了一顿饭，陪她
提前过了一个开心的中秋节。

当了很多回好心“贼”后———

绥宁辅警成百岁老人“亲人”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0月 12日

第 20172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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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1040 310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18 173 176114

9 2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0月12日 第2017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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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73036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9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211061
1 13707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73
58724

1248592
4861691

40
2046
44446
165210

3000
200
10
5

1610 19 23 2815

争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

娄底县级领导班子
集中“充电”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吴晔）
10月11日至12日， 娄底市组织各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
进行集中学习培训， 旨在激励县级领导干部发挥带头
和战斗堡垒作用，主动自省自查、勇于迎难而上，为娄
底发展凝聚强大的内生动力。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荐国围绕“争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展开主
题辅导。

去年换届以来，娄底高度重视县级领导班子建设，
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持续开展领导干部“履职尽
责、攻坚克难”责任心教育，逐步构建起“有事请找我”
责任担当机制，通过集中学习充电、谈心谈话、提醒勉
励等方式，加强县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形成“争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
部”的良好氛围。同时，将项目建设作为检验县级领导
班子的重要方式，出台实施意见、考核办法，以新项目
检验新班子，推动好项目与好干部共成长。

今年1至8月， 娄底财政总收入增幅居全省第5位，
收入质量居全省第3位。上半年，娄底GDP、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指标增速位列全省第一，发
展质量和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齐云峰首次发现大面积龙虾花
10月9日，湖南齐云峰国家森林公园，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一丛丛的龙虾花。龙虾花，是一种最古老的花，亿万年来保持

其形状不变，加上形如大海中的龙虾而得名，有“植物活化石”之称。据统计，目前在湖南齐云峰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的龙虾花总
数有10万余株。 扶任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