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宋云钊 ）今天，记者从永
州市公安局获悉，永州市道县警方成
功抓获潜逃18年的命案逃犯王某吉。

1999年12月12日， 道县县城某卡
拉OK歌厅发生一起命案，道县籍男子
唐某祥、 王某吉与同在该歌厅唱歌的
道县籍男子周某发生冲突，唐某祥、王
某吉纠集数人将周某砍伤， 周某经抢
救无效死亡。案发后，唐某祥、王某吉潜
逃。2011年，办案民警成功抓获犯罪嫌
疑人唐某祥，但王某吉一直在逃。

今年以来，办案民警在大量前期
工作的基础上，围绕王某吉的关系人
等线索开展全面细致的梳理核查，先
后追踪到山西、海南等省，最后查明
王某吉可能匿藏在广东省韶关市。10
月26日，追逃民警经过3天3夜拉网式
排查，在韶关市浈江区成功抓获王某
吉。目前，王某吉已被依法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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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汤惠芳 姜涵忆 ） 11月6日，
记者走进中方县袁家镇袁家小学上炉
村教学点， 朗朗读书声从崭新的教学
楼里传出，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整齐摆
放着桌椅。 7名小学生和4名学龄前儿
童在家门口上学， 他们有说不出的高
兴。

袁家小学上炉村教学点， 是今年
中方县建设的标准化教学点之一。 该
教学点以前是一所能容纳100多名学

生的村办小学。 1990年来，受外出打
工潮影响，留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生
源减少。 2000年，上炉村小学无奈停
止办学，后来教室破败成了危房。

“学校停办后， 我们只能送孩子
到周边乡镇读书。 孩子们一去一回耽
误时间， 课程一落下就跟不上。” 村
里56岁的贫困户杨满落说， 现在外孙
女在家门口读书， 每学年还能申请
1000元教育补助哩。

近年来，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不断

推进， 中方县把“教育扶贫” 摆在突
出位置， 在提高基础教育普及程度和
办学质量的同时， 不断加强教育基础
设施建设。 以在全县逐步建成“一村
一幼” 和13个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为
目标， 实施基础教育发展工程， 确保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7%以上。 如
今， 上炉村里的教学点恢复了， 教学
楼旧貌换新颜， 村支书杨永红高兴地
说：“搭帮党的扶贫好政策， 我们村的
娃娃在家门口读上了书， 不用起早贪

黑去隔壁乡镇赶学了。”
去年， 中方县投入1624万元， 推

进“一村一幼” 及“一乡一幼” 工
程， 建成教学点1个， 加强了2所教学
点的标准化建设。 今年又投入6321万
元， 进行乡村教学项目建设， 目前已
完成6所标准化教学点建设。 县教育
部门负责人表示， 党的十九大提出推
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他们将
加快发展农村教育， 努力让每个孩子
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 � �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雷
鸿涛 通讯员 向玉龙）11月6日，为
期3天的第37届世界旅游交易会在
伦敦埃克塞尔会展中心开幕。洪江
古商城惊艳亮相本届展会，受到与
会嘉宾和伦敦市民喜爱。

作为全球专业旅游盛会，世
界旅游交易会是展示各国形象及
各国旅游品牌的一个重要平台。
展会上，各国展区主题鲜明，活动
精彩纷呈。 在亮相的湖南代表团
中， 中国第一古商城———洪江古
商城主打明清商道文化， 展台上
独具中国风的单页、钱袋、铜币等
宣传资料， 吸引了与会嘉宾和伦

敦市民关注， 尤其宣传单页上的
明清盛景图格外打眼。 据展区工
作人员介绍， 单页背景图来源于
油画《烟雨洪江》，油画由怀化籍
旅美画家周孜孜历时2年倾心创
作。画卷描绘了油号、茶楼、烟馆、
商铺， 林林总总， 人物数量超过
1800名，再现了洪江古商城明清
时期各行各业的恢宏商业景象，
充分彰显了洪江古商城景区的品
牌影响力。

本届展会为全球的旅游行业
提供了交流机会， 洪江古商城公
司借此与同行会晤、拓展交际圈、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展新业务。

� � �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李曼斯 陈洪波）
“住了几十年的旧房子，没想到临老了
还能搬进这么舒服的家。”11月1日，家
住宁乡县和德家园廉租小区的王娭毑
说，她以前的房子又小又旧，晴天落灰
雨天漏雨。搬到新家后，不仅房间明亮
宽敞，小区内还有爱心超市、健身器材
等。

街巷一侧是高楼大厦、一侧是破旧

老房，这样的场景曾在宁乡城区屡见不
鲜。一些老旧的棚户区房屋老化，环境
脏乱差，基础设施落后，已不适宜居住。
自2015年至今，宁乡实施各类棚户区改
造19381户，受益群众近6万人。

随着棚户区征拆改造， 一批保障房
小区拔地而起。然而，保障房小区中居住
的多是困难居民，民生诉求多样，各类社
会矛盾潜藏，后续管理成为新挑战。

自去年开始， 宁乡探索实施公共服
务、基层社区、社会组织“三进”保障房小
区的综合管理模式，通过加强政府公共服
务，完善保障房小区及周边基础公共设施
和配套设施，促进小区和谐稳定。

现在， 不少保障房小区成立了住
管委开展自治，组织“红袖章”志愿者
巡防、爱心帮扶等活动。小区物业公司
也为业主就地提供保安、 保洁等就业
岗位，让一些居民能在小区内实现“安
居就业”。目前，该县各保障房小区居
民满意度不断提高。

� � �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蒋福明) 为期4个月的2017湖南
首届民宿设计创新创业大赛， 今天在长
沙市雨花区跳马镇举行决赛， 从300多
个参赛团队中胜出的10个团队， 用各
自的优秀作品， 诠释了民宿文化和理
念， 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喝彩。

近年来， 雨花区跳马镇全域旅游

呈火爆之势。 地处长沙市南郊的跳马
镇， 既是花木之乡， 又是长株潭的绿
心。 在发展全域旅游的过程中， 雨花
区决定将民宿文化和理念引入这里。
那么， 究竟什么样的民宿受欢迎？ 民
宿应该传递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和生活
方式？ 今年7月， 湖南首届民宿设计
创新创业大赛启幕， 邀请全国各地优

秀设计团队， 围绕跳马的民宿文化和
旅游发展开展设计。

大赛由雨花区委、 区政府主办。
历经4个多月的角逐， 经过多个环节
比拼， 最终10个团队脱颖而出挺进决
赛。

总决赛现场， 评委们根据选手设
计作品的项目背景、 设计理念、 效果
图、分析图、意向图等逐一点评打分，
评选出“雨花至尊设计奖”“雨花至美
设计奖”“雨花至享设计奖”“民宿设计
未来之星奖”“最具网络人气奖”。

� � �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肖
洋桂 通讯员 陈克钧）11月6日，大
学生杨琴到常德市鼎城区郭家铺街
道大禾场村部报到， 当天就组建党
员微信群， 迅速组织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目前，鼎城区302
名村级党建联络员全部到任， 他们
将为鼎城区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
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为了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
党建工作，在农村全面推动“智慧
党建”，对农村广大党员实施大数

据、大平台管理，鼎城区决定为每
个村选派一名大学毕业生作为
党建联络员。 为解决大学生后顾
之忧， 他们的待遇报酬由区财政
全额保障，享受村干部待遇，按月
打卡发放。

鼎城区委还出台了政策，村
级党建联络员聘用两年后， 表现
突出者， 择优选拔充实到乡镇
（场）、街道事业站所岗位，村（居）
干部出缺后，优先推荐使用，还鼓
励他们报考公务员。

村里又闻书声朗朗
中方教育扶贫乐了农家娃

� � �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庆 黎牧）11月2日，一笔260
万元的“银税互动”项目银行贷款打入
临湘市雁南锦陶公司账户。这是该公司
被税务部门评为A级纳税信用等级后，
享受的多项优待之一。岳阳市纳税信用
等级体系的建立，促使企业依法诚信纳
税、提升信用等级。 全市ABCD4个信用
等级共8377家企业中，B级以上优良企
业占比上升至67.6%， 近两年来税务违
法案件下降了17.5%。

为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 助力岳
阳诚信社会建设，近年来，岳阳市国、
地税部门对纳税信用等级“一年一
评”， 建立更新企业信用“身份标示”
库。出台了信用等级管理办法，健全部
门信息交换机制， 强化评定结果在政
策享受、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运用。市税
务部门贴心扶持优良纳税信用企业，
为212家A级企业送上金融、 投资、贸
易等18个领域41项福利大礼包。 在日
常征管中，还推出办税绿色通道、增加

发票用量、 当年免除稽查等12项专属
服务，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去年开始，
税务部门联合市银监局和各大银行，
开展“银税互动”项目，到目前金融机
构授信1648家A、B级纳税信用企业，
发放贷款886笔，金额达3.6亿元。

税务部门多措并举惩戒涉
税失信行为。 将117家企业列入
税务检查重点，并借助信用信息
公开平台，发布245家失信企业
名单，联手市发改、公安、银监等

20多个部门，限制其参与各类经济活
动。截至今年10月，27家C、D级建安企
业被市住建局降低或撤销建筑信用资
质，25家企业被各级政府部门拒绝参
与招标，构建起“纳税失信，处处受限”
的信用机制。

诚信纳税一路畅行
岳阳构建纳税信用等级体系，优良纳税信用企业达67.6%

美丽跳马迎来一批民宿“造梦者”
首届民宿设计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 � �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吴晔）“河道保洁
形成了长效机制， 效果不错；餐
饮门店直排问题必须在年底前
整改到位……”11月6日下午起，
娄底市组织河长们开展巡河，巡
河直指问题，当场交办，限期整
改。

当天，娄底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荐国带头沿涟
水河中心城区段巡查，察看河道
水质、河岸整治、河长公示牌等
情况，并对众一桂府餐饮门店排
污、涟水河非法电鱼捕鱼、城区
防洪预警不完善等问题现场进

行交办，限期整改到位。巡查中，
还对户外焚烧垃圾、草垛等行为
及时予以制止。

据了解，今年4月，娄底市建立
了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制责任体
系，共落实四级河长4854名；建立
了河长制会议、信息、督查、巡查、
考核等7项制度，其中“河长制考核
保证金”制度得到国家水利部和省
水利厅肯定。 通过实施河长制，目
前，全市河流水库水质水环境持续
向好，市中心城区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达100%， 全市13个地表
水水质监测断面水质均达到Ⅲ类
或Ⅲ类以上。

娄底河长们开展巡河
巡河直指问题，当场交办，限期整改

洪江古商城惊艳亮相
伦敦世界旅游交易会

鼎城区：
大学生村级党建联络员到任

永州公安抓获
18年前命案逃犯

宁乡：“三进”小区好安居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7日

第 2017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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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 1040 1168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72 173 237356

1 9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7日 第2017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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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6487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5
二等奖 13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5513378
5 12246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893
107801
1675295
13810389

145
3917
61330
541739

3000
200
10
5

1107 11 26 2710

立冬时节
银杏金黄

11月7日，桂阳县茶场
百亩银杏林泛黄， 小朋友
在金黄的银杏林里开心游
玩。 当天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立冬”，桂阳县茶场百
亩银杏林犹如披上“黄金
甲”，绚丽迷人，成为当地
一处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欧阳常海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