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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徐昭桥 陈祖一）“俗话说， 秋挖
球多,冬挖油多。说明秋冬季垦复油茶林
地很重要。”11月7日上午，在常宁市板桥
镇长冲铺村衡阳市“农民大学生培养计
划”实践教学与创业基地，油茶种植专家
向农民大学生讲授秋冬油茶林垦复技
术。衡阳电大学员、常宁市三角塘镇千家
村党总支书记李晓荣说， 这次学到不少
技术， 带领贫困户种油茶脱贫致富更有
信心了。衡阳电大校长萧烽介绍，衡阳是

全国“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工作首批试
点市，2005年以来， 已招收农民大学生
9300多人。

近几年来，衡阳市着力培养农民大学
生的学习能力、专业能力、创业带富能力
和农村治理能力。目前开设的农村行政管
理、农业经济管理等本专科专业，都是根
据农村需求设置的。去年开设的畜牧兽医
专业，首次成规模面向全省招生。该市还
根据教学需要，自编了一批本土教材。同
时，着力改革教学形式，推广“四结合”教

学法， 即线上与线下教学、 理论与实践教
学、集中学习与自主学习、学习与应用相结
合，并采用面授、专家讲座、实践教学、空间
教学、 创业培训等方式， 促进学员有效学
习。从2015年开始，衡阳市还逐步规划和
建设农民大学生“实践教学与创业基地”，
目前已授牌两批共37个基地, 有效提高了
农民大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对“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毕业学员，
衡阳市优先使用。去年，该市从优秀村干部
中比选招考了46名乡镇班子成员，其中农

民大学生有26名。今年，该市村（社区）换届
中，1935名农民大学生进入了村级班子，
其中担任村级党组织书记538人。 近3年
来， 全市农民大学生牵头成立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1650个，创总产值25亿元，带领5万
多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玖华 王裕庆）“农村公路现在
也有了养护队呢。 前段时间家门口的公
路被货车压坏了， 养路工人第二天就把
它修补好了。”11月上旬， 双峰县花门镇
仁山村73岁的佘大爷指着屋前平坦、宽
阔的水泥路，大发感慨。

“我们村安排了2人专门负责全村5.3
公里公路管理养护，确保路况良好。”村支

书佘定文说。“像仁山村这样的公路管养
人员，全县共计有220多人。我县还成立了
7家乡镇级管养公司， 对全县3008公里的
农村公路实行管养全覆盖， 保障道路畅
通，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双峰县农村公
路管理局局长孙立新介绍。

近年来， 双峰县农村公路管理局围
绕“保质保养保畅通”这一目标，大力推
进群众性管养体系建设， 全面落实县级

农村公路管养主体责任，有路必养、有路必
管，任务逐级分解，责任追究到位。同时，该
局结合全县线多路广、弯多坡陡、道路安全
设施不全等现状， 出台奖惩办法和优惠举
措，鼓励各乡镇大胆创新，自行组建管养公
司，聘用管养人员，以点带面促进全县农村
公路管养工作。

在甘棠镇凤凰村和山斗村的乡村主干
道上， 养路工人朱又平正在清扫路面的落

叶。他告诉记者：“这条公路全长15.8公里，由
我们4人负责公路管养，不论春夏秋冬，必须
天天上路，扫路面、清水沟、排路障，来不得
半点懈怠。”石牛乡创新举措，采用日常以专
人养护为主、季节性发动群众参与、受益片
区群众划段养护、村干部承包或家庭承包等
多种模式，对农村公路进行管理养护。

目前， 该县农村公路道路优良率达
88%。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张劲)今天
上午，湘潭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对2017年包括“11·8制售
假酒案”“韶山市鸿福大酒店经营病死毒死猪肉案” 等全
市食品药品稽查打假十大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去年10月， 湘潭市食药监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雨
湖区长城乡羊牯村9组诚心自选超市、火铭轩饭店等销售
标识为“郎”牌贵宾郎酒，经该品牌生产厂家四川省古蔺
郎酒厂有限公司鉴定为假酒。经查，上述产品均来自一名
叫“刘建光”的上线。湘潭迅速成立“11·8制售假酒案”联
合专案组。经过3个月缜密摸排、侦查，今年4月，联合专案
组展开收网行动，辗转湘潭、长沙和成都3地，查获货值
500万元的冒牌名酒，捣毁制假窝点2个，查封售假窝点
1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8人，网上追逃3人。目前该案已
被列为省食药监局、省公安厅、省检察院联合督办案件。

今年5月10日，湖南湘翼鸭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老档
口”牌香辣鸭掌，经湘潭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抽样检验，结
果为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该公司的行为违反
了《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处以罚款5万元的
行政处罚。

湘潭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莫秋华介绍， 今年
以来， 湘潭食品药品稽查机构出动稽查人员2100人次，
稽查各类单位1000家次，共立案查处食品、药品、保健食
品、 化妆品和医疗器械违法违规案件552件， 货值总计
1300万元，罚没款入库390余万元；查处无证生产经营户
47户，捣毁制假售假窝点34个，联合公安机关侦办危害
食品药品安全案件15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7人。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旅发委
等共同主办的“社会扶贫，推送温暖”暨
千车万人红色汝城扶贫行活动启动。省
自驾旅游协会组织招募的千车万人红色
汝城扶贫行车队，从长沙出发，沿京珠高
速南下奔赴扶贫第一站宜章县， 然后与
来自江西、广东、湖北、福建等省的自驾
游协会车队汇合，前往汝城县。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发扬
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11月10日，我
省将在“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汝城县文
明瑶族乡沙洲村举行2017年中国（湖
南）红色旅游文化节。“社会扶贫，推送温
暖” 暨千车万人红色汝城扶贫行是这次
节会的配套活动之一。11月10日， 车队
将抵达汝城县，体验当地红色文化、生态
瑶乡，开展精准扶贫。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通讯员 冯芳
芳 记者 戴鹏）11月7日，湖南“一家一”
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农工·同心11
班”与“农工·同心12班”开班仪式，在炎
陵县职业技术学校举行。

据了解， 这次由省温暖工程基金会
捐资20万元、 农工党株洲市委捐资10万
元、 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捐资10万
元，共同开办“农工·同心11班”与“农工·
同心12班”， 资助炎陵县职业技术学校
2017级100名家庭贫困新生每人4000
元，在他们完成学业后还将推荐其实习、
就业，以带动100个家庭实现脱贫。

湖南“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
工程是由省委统战部、省教育厅牵头，湖
南中华职业教育社具体组织实施的教育
扶贫项目。4年来，该校共有400名学生获
得资助。

湖南日报记者 李珈名
通讯员 袁建新 肖玉华

“多亏了你们， 让我一家人住得安
心，日子过得踏实多了。”11月9日，怀化
市鹤城区城南街道池回村贫困户曾宪武
对来访的扶贫队队长肖锋说， 解决了住
房问题，就解决了他生活中最大的难题。

今年77岁的曾宪武左腿有残疾，儿
子曾患脑膜炎导致智力低下， 父子俩相
依为命。扶贫队第一次来他家时了解到，
曾宪武靠种农作物， 其儿子帮村里人干
些体力活， 一家人年收入只有4000多

元。居住的房屋漏雨，屋前的水泥地塌陷
导致出行不便。 如今通过改造， 院落整
洁，房顶盖着蓝色的瓦片，墙上刷着漂亮
油漆。

池回村是湖南日报社在怀化的第二
个帮扶扶贫点。今年4月，湖南日报社与
鹤城区海事处、 迎丰中学联合组成扶贫
队，入驻池回村。通过走访，扶贫队发现
村民致贫原因主要是残疾、 疾病导致缺
少劳动力。许多村民也因为贫困，住在漏
风漏雨的破败木房里。安居才能乐业。扶
贫队决定，把房屋改造、大病救助等作为
扶贫大事来抓。

今年9月开始， 扶贫队联合村支两委
走访摸查，确定对村里20户贫困户的危房
进行改造或重建。 工程队伍10月中旬进
村，将漏雨的老土瓦统一换成蓝色瓦片，杂
乱的电线全部装进管道， 破旧的木板也都
刷上油漆。 崭新的房屋， 温暖了贫困户的
心，赢得了村里人“点赞”。

除解决贫困户住房问题， 扶贫队还从
扩就业、增收入等方面进行精准帮扶。扶贫
队为6个家庭贫困的村民安排就业扶贫特
殊岗位，负责村级道路卫生打扫，既改善了
村容村貌，也让贫困村民有了工作和收入。
扶贫队还向省扶贫办申请到100万元扶贫
资金， 将其中30%用于解决村里公路硬化
和饮水问题， 余下资金投放到村里的龙形
医用气体有限公司，进行为期3年的贫困户
入股分红。今年，村里196人共84880元分
红已发放到位。

衡阳9300多农民大学生奋发有为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1650个，带领5万多人脱贫致富

双峰3008公里农村公路管养到位
农村公路道路优良率达88%

11月9日，溆浦县水东镇，省农技推广总站创办的千亩再生稻高产示范片区，村民忙着收割再生稻。经测产，再生稻再生季平均
亩产达301.8公斤，加上头季亩产714公斤，该千亩示范片“一季+再生”平均亩产1015.8公斤。“再生稻”指种一茬收获两回的水稻，
即头季水稻收割后，利用稻桩重新发苗、长穗，再收一季。“再生稻”具有生长期短、成本低和米质优等特点。 曾伟 摄

水稻再生 一种两收

“日子过得踏实多了”
———鹤城区池回村扶贫见闻

新闻集装

千车万人红色汝城
扶贫行启动

炎陵职校百名学生
获“一家一”资助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通讯员 杨亲福 记者 段云行）立
冬过后，山区已经颇有寒意了，但新化县奉家镇境内的各景
点却依然游人不断。这个名列湖南省第三批“美丽乡镇”的
山区镇，依靠绿色崛起，越来越展示出迷人风采。

近5年来，奉家镇依托山区资源，在新化县率先推行
绿色考核，将绿色经济发展、资源利用效率、环境与生态
效率指标纳入镇村干部综合考核， 出台了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决定和行动方案，编制了绿色村、绿色社区、绿
色学校、绿色院落评价标准，积极推进绿色茶产业、绿色
中药材、绿色水产和绿色示范庄园、绿色农家乐、绿色能
源、绿色交通评价标准工作。为了保护生态，奉家镇还提
高了招商引资的门槛，不论是入驻的，还是在建、在谈的，
必须一律是绿色、无污染产业。

经过5年的努力，全镇生态环境质量越来越好。今年
来，该镇空气质量优良率达100%。凭借崛起的生态优势
和蓬勃发展的绿色产业，奉家镇乡村旅游风生水起。下团
村田园变花园，如今成了奉家桃花源AAA景区；渠江源
村的渠江源AAA景区，不论春夏秋冬，都是绿满山川，引
游人如织。

与此同时，奉家镇适当发展绿色龙头产业。镇内的渠
江源茶业公司按照“市场+企业+基地”的运作模式，一头
连着市场，一头牵着地头，使企业和茶农互利互惠，已带
动3000多农户。“村美、业兴、家富、人和”，已成奉家镇
30万亩山地上的最美风景。

铁拳出击确保舌尖安全
湘潭通报十大食品药品稽查打假典型案例

村美、业兴、家富、人和
绿色崛起成就“美丽奉家”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9日

第 2017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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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 1040 973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736 173 300328

8 7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9日 第2017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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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3390585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3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820665
7 20615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53
73344

1500060
7419907

50
2688
56940
256864

3000
200
10
5

1103 09 13 2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