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德整治大气污染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黄道兵）近日，常德市环
保局披露，石门恒忠新材料公司因涉嫌停
运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被处罚款10万元，
该公司违法人员王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
日。

10月23日开始，常德市开始出现持续
6天的轻度污染天气。 为此，10月29日，常
德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紧急调度会，宣布
当日起进入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

石门县环保局加强监管，开展了一次
全面的工业污染企业排查专项行动。行动
中发现， 石门恒忠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5000吨固体硅酸纳生产线在正常生产的
情况下， 停止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以
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方式排
放大气污染物。石门县环保局依法对该公
司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将
此案移送县公安局依法处理。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安志平） 随时随地网上申请，审
批进度即时追踪， 手机就能收到营业执
照……11月2日上午，长沙市雨花区工商
局向湖南天赋共享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刘先生发出了雨花区第一张电
子营业执照， 长沙市雨花区企业登记全
程电子化工作全面启动。

“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全程电子化
登记，从网上申请到收到电子营业执照，
1个工作日就完成了。” 刘先生为雨花区
的高效行政行为点赞。

据了解， 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
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可进行电子化
管理、身份认证、数字签名、网上亮照等
多项功能。 此次雨花区启动的企业全程

电子化工商登记实现了网上提交材料、
网上审查核准、网上亮照公示、网上自动
存档， 真正做到办事人员与工商登记窗
口工作人员“零见面”，足不出户办理工
商登记注册业务。

近年来， 雨花区致力于建设人民满
意的服务型政府，大力实施简政放权，加
快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稳步推进行
政审批制度和商事制度改革， 优化基层
“一口式”受理服务平台，扩大园区“一站
式”审批服务范围，确保简政放权落到实
处。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李卉 贺凌云 )“社会组织党建共享
阵地不仅给我们安排了办公室， 提供了
党建活动室，而且还给予专业的指导，现
在的党支部是真正有战斗力了。”10月31
日，韶山市蜜蜂养殖专业技术协会会长、
党支部书记毛世军高兴地说。当天，包括
该协会在内的9家社会组织入驻韶山市
社会组织党建共享阵地。

韶山市社会组织党建共享阵地于今
年2月开始筹建，10月份投入运营， 旨在

为初创期社会组织提供人才建设、 项目
建设、组织建设、平台建设“四位一体”的
关键性帮助。 这也是韶山市以“连心惠
民”工程为抓手，实施红心、暖心、同心、
诚心、爱心等“五心工程”，助力“两新”组
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的一
个缩影。

实施“红心工程”，壮大党建队伍。该
市采取片区联建、同业共建、挂靠组建等
方式，新建“两新”党支部24个，选派党建
工作指导员、第一书记17名，实现党的组

织和党的工作两个全覆盖。
实施“暖心工程”，助力企社发展。该

市25名党员市级领导帮扶联系29家“两
新”组织，实行“抓组建、促覆盖，抓规范、
促提升，抓服务、促发展，抓典型、促引
领”的“四抓四促”举措，服务“两新”组织
发展。

实施“同心工程”，推动合作共赢。该
市开展“党建结对共建”活动，全市27家
规模企业对口帮扶26个村，在产业帮扶、
公益事业、 项目建设等方面实现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实施“诚心工程”，培育先锋示范。该

市设立党员责任区、 党员示范岗， 引导
“两新”组织发展红色文化，树诚信品牌。

实施“爱心工程”，践行社会责任。该
市引导企业积极参与赈灾、扶贫、敬老、
助学、扶弱等活动，引导“两新”组织“义
利兼顾”、回报社会。今年抗洪抢险期间，
辖区企业远东钢模从一线调派25名生产
骨干，由5名党员牵头，成立救援小分队，
救援被困村民1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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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唐志卓）天气晴好，机声隆隆，稻
草飘香……10月31日， 安仁县安平镇药
湖村连片稻田里一派忙碌， 一台台稻草
打捆机将以前废弃田间的稻草进行打
捆，然后装车送到县工业园区一家企业，
用于压制“零甲醛生态板”。

近年来，安仁县实施生态立县战略，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去年，该县工业园区引进省内第一
条零甲醛稻草秸秆生态板生产线， 今年

正式投产，可年消耗稻草等秸秆18万吨，
并形成了年产裸板15万立方米、 贴面板
200万张、家具40万件的产业链。

为做好全县25万亩稻草等农作物秸
秆的回收利用工作， 今年， 安仁县出台
《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实施方案》，
先后组织各乡镇及村干部、种粮大户、农
机手进行培训， 并签订稻草等秸秆禁烧
责任状。在早、中稻收割时，加强稻草收
购宣传，引导农户利用好水稻、玉米、薯
类、 花生等作物秸秆， 变焚烧为回收利

用。 县农机部门也大力推广半喂入收割
机，尽量少用全喂入收割机，使稻草回收
利用率提高一倍以上。

今年晚稻收割季节， 安仁县还在各
乡镇设立稻草收购点， 并派专业人员驻
点指导， 安排打捆机到田间地头集中打
捆，再用压包机将捆好的小捆稻草压制
成大方捆，运到站点码垛储存，再组织
车辆运到工厂。通过回收稻草，今年可
为全县农户增收6480万元，节约木材54
万立方米，还解决了多年因秸秆焚烧而

引发的火灾、环境污染等问题。
安仁县农业部门负责人介绍， 目前

县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稻草收购热潮，
还带动周边永兴、攸县、耒阳、茶陵等县
（市） 的农民抢抓晴好天气， 收集稻草，
“变草为板”。

全球征集“再唱桃花江”活动颁奖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易禹琳 袁欣）昨晚，在2017年

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总决赛桃江现场， 桃江县委书记汤
跃武给“全球征集百首美人歌”的获奖作品作者颁了奖。

2017年7月，三湘都市报和桃江县合作举办“又到美
人窝 再唱桃花江” 全球征集百首美人歌活动， 历时3个
月， 收到全国各地的知名词曲作者的416首作品。9月24
日，7位国家、省一级作曲家组成的评审团，从来自全国各
地的作品中评选出了6首获奖作品。它们分别是：《桃花姑
娘》（作词：肖正民 作曲：孟勇）、《桃花美人香》（作词：鲍
方 作曲：杨林）、《采笋新调》（作词：高卓 作曲：龙华云）、
《谁在桃花江》（作词：向远 作曲：张君林）、《亲亲桃花江》
（作词：廖建中 作曲：曹志强）、《桃花江之恋》（作词：陈维
东 作曲：李亮华）。

对口扶持3年 佛年学校大变样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朱智）从师资生源严重不

足面临撤并， 到县市级一流农村现代化小学……3年来，
华东师范大学对口扶持的株洲市醴陵市沩山镇大林村佛
年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常务
副书记、副校长任友群，专程前往佛年学校考察。

佛年学校原名大林小学，已故著名湘籍教育家、华东师
范大学老校长刘佛年曾在此读小学。该校教学条件简陋，只
有4名教师和60多个学生，面临撤并。2014年9月，为纪念刘
佛年诞辰100周年，大林小学更名为佛年学校。华东师范大
学与醴陵市教育局签订协议，对口支援佛年学校。

3年多来，佛年学校先后获得投资400多万元，建成
了醴陵市一流的现代化农村小学，在校学生248人。佛年
学校连续被评为醴陵市“教学质量优秀单位”，并代表醴
陵市接受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县（市）验收。

韶山“五心工程”助力“两新”党建

安仁生态立县稻草“变身”为板材
今年可为农户增收6480万元，节约木材54万立方米

“零跑腿”完成工商登记
雨花区发出首张电子营业执照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05日

第 2017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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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1040 449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58 173 217634

2 1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05日 第2017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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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9057012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2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4 16100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37
58635

1171966
6905902

48
2092
43605
244502

3000
200
10
5

0213 23 25 3114

泸溪王维红获评“乡村教育家”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通讯员 张建兵 记者 杨元崇）

日前，历时11个月的寻找乡村教育家活动，在孔子故乡山
东曲阜画上句号，全国共有18位教师获得“乡村教育家”
殊荣。其中我省一位教师入选，他是泸溪县职业中学校长
王维红。

今年45岁的王维红，从教26年来，长期在离县城很
远的农村学校工作。他潜心进行“学标引路，三环(课前预
习、课中展示、课后反馈)五步（读读、讲讲、想想、议议、练
练）”开放式课堂教学改革，大胆推行“158”（即一个校长、
5个部门、8个小组）行政管理模式，他管理过的基础薄弱
农村学校迅速成长为自治州与县里农村样板校。 他先后
获评州县优秀校长、先进个人、教育先进工作者等18项荣
誉，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

据了解， 寻找乡村教育家活动由山东创新教育研究
院、中国教育报刊社等主办，济宁市政府、曲阜市政府承
办。

宁乡稻花香里喜“闹秋”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李曼斯）让老年

人感受回忆，中年人找到乡愁，年轻人受
到教育。昨天，宁乡稻花香里农耕文化园
第二届闹秋节在阵阵稻香中开幕。数千名
游客携亲带友，共享丰收喜悦。

此次活动以庆祝丰收为主题， 设置了
“霸气镰刀王”“摇摆打谷机”“疯狂独轮车”
等活动，游客可体验镰刀收割稻谷、打谷机
脱壳稻粒、独轮车运送稻谷等系列农事。还
有不少游客来到农耕文化园内的“稻作文
化长廊”，了解农耕文化“前世今生”。

活动现场，和清环保、中悦旅游、稻花
香里农耕文化园等企业向中国红领巾星
基金会捐助50万元，用于打造稻花香里农
耕文化园红领巾爱心教育基地。中国红领
巾星基金会会长邓宇光介绍， 此次有近
100个来自城市的孩子参与活动， 体验传
统农耕文明。稻花香里农耕文化园已成为
都市亲子教育与现代乡村旅游目的地。

张家界举办首届航拍旅行节
11月4日，无人机在武陵源核心景区进行航拍。当天，2017年首届“大疆·武陵源航拍旅行节”在张家界宝峰湖风景区拉开帷

幕。启动仪式上，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被DJI大疆创新授予“大疆航拍旅行示范地”，共同打造全球“无人机友好型景区”。2016年以来，
湖南日报社与武陵源区连续举办了两届航拍摄影大赛，吸引了各地航拍爱好者前来摄影采风，借助“上帝视角”向世界展示了世界
自然遗产武陵源的奇幻之美。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勇兵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