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魏杰）10月30日上午，25岁的湘
西鼎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永顺片区经理
蒋崇玉， 郑重地将入党申请书递交到永
顺县芙蓉镇青年人才党支部书记符清亮
的手里。

当问及他为何要加入党组织时，蒋
崇玉激动地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培养造就一批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
伍。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土家族青年，应该

朝这个方向努力。 ”
当过两年兵的蒋崇玉，2016年带领

6名科技人员创业，在芙蓉镇成立农业农
村大数据中心， 引入25家农产品企业进
驻， 线上销售农产品1162多万元。 当地
的猕猴桃、腊肉等特色农产品，成了市场
“香饽饽”。

在永顺县， 像蒋崇玉这样的例子不
胜枚举。据永顺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
长李延堃介绍，早在今年初，永顺在全县
23个乡镇建立了“农村青年人才党支部”

和“农村青年人才活动中心”，出台“信贷
扶持、免费创业辅导、政策支持、跟踪服
务”等6个方面的鼓励措施，协调小额担
保贷款2000万元，争取创新创业资金80
万元，培养农村青年人才。

进入“农村青年人才活动中心”管理
库， 大多数农村青年人才年龄在35周岁
以下，主要有组织推荐、群众推荐、党员
推荐、群团推荐、个人自荐等5种方式；农
村青年人才党支部，也制定了人才准入、
结对帮扶、实践锻炼、考核评价、直接发

展、 推优选任等6个方面的服务管理体
系。 目前全县纳入管理的优秀农村青年
已达2860人， 创办了11个专业合作社，
打造了松柏米业、 小溪蜂蜜等一批原生
态特色农产品品牌， 其中220人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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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伍交才 ）10月30日上
午， 溆浦县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组织干部
职工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与会人
员围绕新时代留守儿童关爱工作展开热
烈讨论。 关爱中心负责人向前说：“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 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
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我们要加快
遍布城乡的关爱中心建设， 真正让农村

留守儿童有人关心有人爱。 ”
溆浦是劳务输出大县， 常年有20万

青壮年劳动力在外务工， 全县有农村留
守儿童1.35万人。为让留守儿童得到关爱
和保护，近年来，该县建立“党委领导、政
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联动、家庭主责、
全民参与”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机制，推
行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不断健全关爱保护救助体系。 今年，

该县还把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纳入全县目
标管理考核，25个乡镇和县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与县政府签订
了责任状，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蓝天。

同时， 溆浦在县救助管理站专门成
立未成年人（留守儿童）社会保护中心，
在各乡镇、村科学选址,精心布局建立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中心， 形成遍布城乡关
爱保护网络。 目前，已在16个乡镇建立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中心， 预计年底实现25
个乡镇及重点村（社区）全覆盖。 走进三
江镇西湖村留守儿童关爱中心，阅览室、
兴趣爱好培育室、活动室、亲情视频联线
室、心理咨询室、爱心餐厅等设施应有尽
有。 该中心负责人何也说：“自从建起了
留守儿童关爱中心，村里287名留守儿童
学业失教、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
等问题迎刃而解，关爱保护一个不落。 ”

临澧“三查”“三送”
践行十九大精神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王明义 余功蓉）
连日来，临澧县卫生系统开展“三查”“三送”行动，以实际行动
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三查”：查廉洁行医，查医疗质量，查工作纪律。临澧县卫
计局重申工作纪律“六严”：严禁上班时间从事一切与工作无关
的活动；严禁工作日中午饮酒；严禁懒政怠政，不作为、乱作为；
严禁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严禁医务人员接受患者红包
礼品；严格执行一切医疗质量管理制度。该局对全县卫生院系
统5名收受病人礼品红包的人员， 给予每人罚款1000元的严厉
处分；并将8名不称职的医务人员调离一线工作岗位。临澧县中
医院按照医院的《医疗质量管理实施细则》，对病例延迟归档的
7名住院医生进行处罚，共罚款4000余元并通报批评。

同时，临澧县卫计局开展了“三送”活动：送党的声音到基
层，送医送药下乡、义诊上门，送技术到乡村卫生院。该局将党的
十九大工作报告编印了3万份，走村串户上门宣讲，受到农民欢
迎。该局还组织了由128名老党员、中级职称的医疗专家组成的
医疗团队，到全县乡镇义诊。从10月18日至今，已为4213名群众
义诊，免费送药6329元。此外，该局还抽调了县级医疗单位的22
名医疗专家，下到乡镇卫生院，对卫生院医生进行带教指导。

非法采砂破坏长江航道
岳阳海事开出首张罚单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王朝新）昨
天，岳阳海事局在历时近7个月的调查、取证后，针对益阳某挖
砂船在长江航道保护范围内开采作业， 造成航道破坏的违法
行为，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这是岳阳海事局在开
展水上综合执法工作以来，开出的首张长江航道保护罚单。

3月24日，岳阳海事局执法人员在巡航检查时，发现“湘益阳
挖某某号”轮在长江干流仙峰水道左岸水域进行砂石开采作业，
海事执法人员立刻对其行为进行制止。同时，会同岳阳航道管理
部门进一步开展实地勘察认定。经扫测认定，事发时“湘益阳挖
某某号”轮属于在航道保护范围内作业，人为改变了河床地形，
影响了航道及航道设施的安全稳定，已造成航道破坏。

岳阳海事局为严格执法程序，确保处罚裁量准确，有效运用了
水上综合执法模式，携手航道管理部门，精确测量，认定该轮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最终开出罚单。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上亿元的大项目，为百年古樟
树让路了！ ”这是湘阴县“百日攻坚项
目大会战”中被广为传颂的话题。 10
月31日， 在湘阴县工业园区元亨大
道，村民杨超平指着路侧一片空旷地
上的一棵大树感慨道：“我们的土地
被征收了，但政府把这棵古樟树保住
了，为老百姓守护了乡愁。 ”

古樟枝繁叶茂，顶天立地。 树腰
处，湘阴县政府悬挂的“湖南省古树
名木保护牌”格外醒目：树龄220年，
国家三级保护，禁止破坏、砍伐和移

植。 园区干部许志华介绍，今年6月，
湖南世杰铭涛展览展示项目落户湘
阴，投资1.2亿元，用地面积约40亩。
在项目规划设计建设图评审时，这棵
古樟树正好在厂房用地内。

“古树一旦移栽，就很难成活。 ”
该园区党组书记庞国荣邀请林业、环
保等专家，实地察看古樟树后得出这
个理。“鱼与熊掌要兼得！ ”他组织相
关部门、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召开专题
会议，暂停了世杰铭涛展览展示项目
建设。 .
� � � � 在项目现场工作的园区工程部
技术员肖宵告诉记者：“项目重新调
整了规划方案，更改了设计图纸。 ”世

杰铭涛董事长朱志平表示，他们已腾
出4亩地，将这棵古樟树保护起来，还
规划建设一个休闲亭， 打造绿化走
廊，让古樟树成为厂内一道风景。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
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
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 ”当日，
在县工业园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活动
中，党组“一班人”学习党的十九大报
告， 并形成共识：“按照党的十九大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 ”

长沙公租房新政施行
在长务工人员缴纳社保1年

可申请公租房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王文）今后，在长
沙务工的外地人连续缴纳社保1年， 就可申请公
租房。 今天， 长沙市住房保障服务局发布消息，
《长沙市公租房保障资格审核实施细则》 从今天
起正式实施。长沙市常住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申
请公租房条件放宽，申请审核流程也简化了。

与原有政策相比，长沙这次施行的公租房新
政主要有两个方面变化。首先，审批条件得以放
宽， 本市常住人口取得长沙户口的年限由5年减
少为3年，外来务工人员缴纳长沙社保的年限由3
年减少为1年。此外，对审核流程进行了简化。此
前申请公租房，需到民政、房产、社保等多个部门
开具相关资质证明。现在符合条件的市民，只需
向社区申请，由街道审核就可完成全部手续。

对于符合公租房条件的家庭和个人，除实物
配租外，也可自己租房领取租赁补贴。实物配租的
公租房， 其租赁房价将不高于同地段同类型住房
市场平均租金的70%。而领取租赁补贴，无房户为
每人每月160元，住房困难户为每人每月80元。

安化县举办首届柑橘节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通讯员 陈尚彪 记者 杨军）天高气

爽云飘荡，秋季摘果正当时。10月31日，安化县首届柑橘节在
该县南金乡举行。开幕式后，进行了“柑橘王”评选、吃橘子大
赛和野钓比赛，近1000名游客参加。

安化县南金乡地处柘溪库区，现有橘园6000余亩，年产
量达3200余吨，其品种有宫川、尾张、冰糖柑、南丰等，果色鲜
艳，品质优良，远销加拿大、俄罗斯等地。南金乡“宝塔山柑橘”
早在1985年便获得农业部优质水果金杯奖，1990年成为北京
亚运会专用水果。

今年，为进一步搞好旅游品牌营销，推进全域旅游，安化县
推出“安化与你四季有约”活动，此次柑橘节为其系列活动之一。

永顺审计局结对帮扶全覆盖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覃遵奎 向朝森）近日，永顺县审计局领导班子率
领全体党员干部，走进大山深处的贫困村灵溪镇
岩板村和花园村，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精
准扶贫项目跟踪检查。

2015年来，该局大力推行“三制一卡”党建
工作机制全速推进精准扶贫。 灵溪镇岩板村曾
有一大片荒山由于海拔较高、气候寒冷、地势偏
远，一直没有被利用起来。该局把茶叶产业作为
村里的支柱产业，挑选出多名党员驻村，进行产
业扶持。2016年， 荒山被改造成了150余亩的茶
叶种植地，今年，40万余株茶叶苗木在此生根发
芽。3年来， 党员干部与扶贫村贫困户结对帮扶
实现了全覆盖， 成立了岩板村山羊养殖专业合
作社，使全村贫困户均找到了脱贫路。

截至目前， 该局累计筹措和投入738.26万
元，先后完成人饮工程、节柴灶建设、危房改造、
户间道硬化、生态村庄建设、用电线路改造、路
灯亮化等工程，实施扶贫建房工程34栋，使扶贫
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为之一新。

创新设立人才活动中心

永顺农村青年有为有位有舞台

健全关爱保护救助体系

溆浦留守儿童有家有爱有温暖

湘阴县工业园区守护乡愁———

亿元项目为百年古樟让路

推进人防宣传
11月1日， 人防办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当天， 汝城县国防动员委员会开展人防法规宣传周活动， 通过防

空警报试鸣、 视频播放宣传片等形式， 使群众提高防空防灾技能， 增强国防观念。 范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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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01日 第2017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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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812 13 18 23 26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01日

第 2017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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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3 1340 2536620

组选三 0 446 0
组选六 2617 223 583591

2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