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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盛瑜）10月26日， 记者从益阳
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了解到， 长益
高速扩容工程益阳段征地拆迁已基本
完成，即将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今年1
至9月，全市交通建设完成投资118.99
亿元， 其中高速公路完成投资77.4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43.17%、19.72%。

近年来，益阳按照“对外大畅通、
对内大循环”要求，奋力突破高速公路
建设瓶颈。 高速公路一直是益阳交通
建设的短板，2013年起，该市开展“交

通建设大会战”，以打通市域出口通道
为重点，主攻高速公路建设。目前，境
内已有长张高速、 岳常高速、 常邵高
速、319国道益阳南线高速经过， 通车
里程186.7公里； 长益扩容、 益娄、益
马、马安、益南等5条高速正在建设中，
境内里程共达268.04公里，其中益娄、
益马高速今年底可建成通车，马安、益
南高速将在2018年底建成通车。 年内
还有平江（伍市）至益阳等3条高速开
工。此外，“十三五”期间，该市还将建
设2个已规划的高速公路项目，累计78

公里。这些项目完成后，该市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将达到534.2公里，形成“一环八
射”“三纵一横”高速路网。

同时， 益阳全面推进国省干线公路
建设，从去年开始，计划在5年内，共完成
干线公路投资100亿元以上，改造、改善
干线公路900公里以上，确保辖区内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所在地均可在30
分钟内上高速公路， 从而拉近益阳与外
界的距离。今年1至9月，该市国省干线公
路建设完成投资26.31亿元， 同比增加
113.2%。

为加快交通建设，今年，益阳市开展
春季大开工、夏季大推进、秋季大攻坚、
冬季大会战活动，并建立问题台账、责任
清单、督办机制，及时解决交通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今年来，已收集解决各类高速
公路建设问题90余个。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尹健 张举纲）10月24日， 道县
工业园区非公企业党建联盟成员单位的
60余名党员齐聚三雨电业公司会议室，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今年来，道县为推
动非公组织的党建工作， 在工业园组建
了党建联盟，取得了较大实效。

为确保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县工业
园园区内全面覆盖， 道县在园区内组建
了4个党建联盟，由28家企业党支部和2

个联合企业党组织组成， 覆盖了整个园
区48家生产企业。在不改变成员单位原
有的经营模式、企业结构的前提下，非公
企业党建联盟成员单位通过组织共建、
资源共享、活动共办等方式，搭建党建交
流平台，以解决非公企业党建薄弱、力量
不足、活动开展难、信息沟通少等难题。

道县工业园非公企业综合党委书记
周林介绍，以前，园区各企业间很少往来。
非公企业党建联盟把他们联合起来后，企

业间经常共同开展党建活动、 过组织生活，
组建党建微信群，如今企业间的横向联系多
了，党员间的互动也频繁了,使党员有了温暖
感。通过人力资源信息共享，党建联盟成员
单位之间还互补欠缺岗位526个。

困难党员曹光秀是个半文盲， 做技术
活难。 党建联盟三雨电业党支部安排党员
一对一帮助她学技能， 为她身患残疾的丈
夫解决蔬菜销售难题， 帮助她的两个孩子
在园区学校免费读书， 全家还住进了园区

廉租房。今年，仅三雨电业党支部就带领47
户困难户摆脱困境。

“党建联盟让打工的流动党员有了归
属感、荣誉感。”三雨电业永州捷宝电讯塑
胶五金有限公司是一家台资企业， 公司总
经理、党支部书记说，通过党建联盟，企业
间互助互利，提高了抗御经营风险的能力，
现在，工业园内的企业有什么难处，党建联
盟的成员企业都会从人力物力等方面提供
帮助，共度难关。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甘红春）
永州市河长办今天向记者透露，1至9月，永州市境内省级
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全部为Ⅰ类水、Ⅱ类水，出境水质稳定
在Ⅱ类水标准以上，国家考核的3个断面水质优良达标率
和27个省级水功能区达标率都为100%。

永州市境内有5公里以上的河流733条， 水资源丰
富。今年，该市全面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河长责任体系，
全部由党委（党支部）书记担任第一河长、行政首长担任
河长， 相关领导担任副河长， 并完成了县区河库名录编
制。同时，该市开展“保护母亲河，助力河长制”主题志愿
服务活动，公开招募241名“民间河长”，对辖区河流开展
监督、保护、宣传等工作，实现了“政府河长”与“民间河
长”并轨，成为全省首个实行“双河长制”的市。由此，营造
了社会各界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和监督河库保护、管理
的良好氛围，有力保护了全市水资源。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10月24日，沅陵县政府与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签订
成立首家县级分公司协议，约定11月底前挂牌营业。这标
志着湖南首家农业信贷担保分公司正式落户沅陵。

沅陵是国家级贫困县和全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县。
沅陵联手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率先成立农业信贷担
保分公司，立足“三农”，面向乡村，是落实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 沅陵县政府将出台相
关政策，支持分公司业务发展和防控风险，合作破解“三
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走出一条“农业+金融+互联网+
精准扶贫”的发展新路子。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周翼）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之
际， 伟人故里韶山以启动重点项目建设
的实际行动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今
天， 韶山市旅游主干道及两厢提质改造
项目正式开工。

韶山市旅游主干道及两厢提质改造
项目是该市实施的第一个PPP项目，由
中国铁建投资集团和中铁二十五局集团
联手建设，主要建设韶山市旅游主干道，
包含韶山大道、如意路、韶峰路、东方红
路、站前路和韶润路等6条道路，全长约
14.8公里，建设内容涵盖路面提质、两厢
建筑风貌改造和全线景观打造等。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刘松)党的十九大10月24日在北
京胜利闭幕，这次大会强调，反腐败斗争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
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

10月25日上午， 长沙市望城区纪
委“趁热打铁”，组织全区80余名纪检
监察干部，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贯
彻十九大精神,纪委履职强担当”座谈，
区委巡察组组长、社区纪检组长、廉情
信息收集员等基层纪检干部通过分享
自己的履职故事， 畅谈如何学习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

现场，纪检干部们还紧密结合十九大
报告中关于廉政建设的内容， 围绕巡察
利剑如何彰显、派驻权威如何发挥、廉情
预警如何奏效等问题交流了方法、 分享
了经验。

益阳奋力突破高速公路瓶颈
1至9月，全市交通建设完成投资同比增长43.17%

道县工业园党建联盟全覆盖
48家生产企业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

永州“双河长制”护水
水质达标率100%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曾献忠 刘新龙）“丰家铺镇顺
里村原会计周太平因侵占农村危房改造资金1万元、与他人
共同骗取农村危房改造资金3万元用于村集体开支等问题，
被县纪委立案审查……”近日，汉寿县纪委通报了7起发生
在农村危改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今年来， 汉寿县为避免农村危房改造这一民生工程
沦为个别干部的“敛财工程”“人情工程”，由县纪委牵头，
联合住建、审计、财政、扶贫、民政等部门，组成27个专项
巡察组，对侵占、克扣、截留、挪用农村危改资金或以危改
为名向群众乱收费，以及在危改中落实“两个责任”不力
等突出问题进行整治。目前，共收到涉及农村危改问题线
索52个，已立案审查12人、组织处理1人，清退和收缴违
纪资金12.85万元。

汉寿整治农村危改问题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湖南首家农业信贷担保分公司落户沅陵

老年朋友
学急救
10月26日上午，长沙市

开福区月湖街道溪水湾社
区， 工作人员向老年人传授
心肺复苏急救技能。当天，长
沙市120急救中心与溪水湾
社区联合开展“重阳送健康”
活动，给老年朋友免费体检，
并通过讲座和实际操作向中
老年朋友普及急救知识，提
高他们紧急避险意识和急救
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新闻集装

韶山旅游主干道开工建设

望城基层纪检干部
分享执纪故事

通讯员 田玉芳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深秋的凌晨，寒气逼人，但龙山县城
的蔬菜批发市场却热火朝天， 买卖人的
吆喝声此起彼伏。

一辆载满蔬菜的三轮车刚驶进来，
就被人团团围住。

“石老汉来了哇，你今天这些菜有多
少呀？”

“来了来了，今天家里有事迟了点！
共93公斤白菜 、60公斤藕 、50公斤生
姜。”一阵风似的，车上的菜被菜贩们搬
空，整个交易过程，没有讨价还价，而且
那么多蔬菜居然也没有过秤。 有菜贩告
诉记者：石老汉的菜，不打农药，水嫩、干
净，而且从来不虚报斤数。一来二去，大

家都信任他，也就不再过秤了。
只听见计算器一阵阵欢唱后， 石老

汉眯着眼、咧着嘴，数着一叠钞票，收获
的喜悦溢于言表。

68岁的石老汉，名叫石善凤，龙山县
兴隆街道双龙桥村一组人，共产党员，曾
任村支书多年，从事蔬菜种植近15年。

石老汉是个能干人，2003年看到县
城人口越来越多，认为种蔬菜是一个致富
的好项目， 就在自家地里种了2亩时令蔬
菜，收益不错。后来，他向城边种菜大户学
习种植大棚蔬菜，如今已有10亩大棚。

说起蔬菜，石老汉可是如数家珍，十
几个科，几十个品种，他一一道来，了如
指掌。“我搞大棚绿色种菜， 一年种三到
四茬，用农家肥，蔬菜无公害、质量好，吃

着放心，随摘随卖，比外面拖来的蔬菜新鲜
多了，当然好卖了。”石老汉开心地说。

石老汉的蔬菜质量好，脱手快，一年下
来，收入可达五六万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石老汉种菜致
了富，双龙桥村的村民眼热了，心动了，也
跟着他种起了大棚蔬菜。石老汉毫无保留，
把自己掌握的种菜技术倾囊相授。 全村种
菜规模越来越大，产量越来越高，200多户
村民变身菜农， 双龙桥村也成了远近闻名
的蔬菜村。

石老汉说：“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行最
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我的菜就是最绿色、最生态
的。 今后我要带动更多的乡亲一起种好菜，
让更多人吃好菜，那就是美好生活呢！”

种菜能手石老汉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0月 26日

第 20172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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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1340 585580

组选三 0 446 0
组选六 1187 223 264701

7 5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0月26日 第2017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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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1896344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6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757297
6 43766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97
44573
968685
5965537

17
1527
34385
210886

3000
200
10
5

1616 21 27 3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