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荨（紧接1版）10公里的浏阳河沿线，芙
蓉区深入挖掘汉文化、水文化、稻文化、
马楚文化，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带。

高发展品质，来自服务。今年3月，芙
蓉区推出“楼长制”，由区级领导担任“楼
长”，负责了解重点楼宇和楼内企业生产
经营状况，做好相关服务。今年7月，芙蓉
区推出楼宇信息服务平台， 楼宇招租招
商、楼宇空置情况、企业税收状态等都包
含其中。2017年前三季度，芙蓉区就完成
楼宇招商面积约17.1万平方米， 引进楼
宇企业507家。

高发展品质，来自改革。6月24日，芙
蓉区成立我省首个行政审批局， 统一行
使包括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食品经营许
可、 社会组织登记等在内的全区21个政
府部门的57项行政许可权和71项行政备
案权。企业、群众到政府办事，实现“进一
个门、找一个人、盖一个章”，70%以上的
审批项目能实现当天办结。

城市形象越来越精美
提品质，既要打造外部“气质”，也要

提高内部“涵养”。这就需要芙蓉区摒弃
“大拆大建，推倒重来”的旧模式，从细节
入手、 从方便老百姓出发， 进行各项建
设。

思路一旦融入实践， 理念便会很快
变成现实。

从过去的粉刷“面子”变为充实“里
子”。在改造老旧社区时，有部分老百姓

认为政府在搞形象工程。芙蓉区先改“里
子”：先帮老百姓把看不见的地下管网改
造好、布置好，把停车问题解决好，把绿
化做好。把这些“里子”做好后，原来对改
造不理解的老百姓甚至主动提出：“我们
基础设施这样好了， 政府能不能也帮我
们把外观变得更美?”

从过去的外观改造变为突显特色、
传承文化。芙蓉区在城市建设中，注重把
历史挖掘好、保护好、传承好。都正街里，
詹王宫巷、马楚巷、清香里巷，一巷一景，
一景一故事；白果园巷内，程潜将军的生
平文物文献，被整理、展陈出来了；雕花
窗门、仿古挑檐，改造后的古汉街让人仿
佛穿越到汉代……

从过去政府投资变为引进民间资
本、全民参与。3年前，芙蓉区委区政府投
入6.5亿元，对56个老旧小区、安置小区
进行改造。今年起，芙蓉区以PPP模式，
引进社会资本，预计投入30亿元，对浏阳
河以西片区的61个社区进行全面提质提
档。

城市生活越来越精致
一个区域的品质， 归根结底落脚在

人的生活品质———城市建设的品质，要
依靠老百姓参与和检验； 经济品质的实
效，要让老百姓共享。

在完善城区功能、 带动产业升级的
同时，芙蓉区推动民生优先战略，坚持将
财政收入的七成和新增财力几乎全部用

于民本民生。
足不出户能享受医疗。2014年以来，

芙蓉区启动“家庭契约健康门诊”，居民
可以不用去医院排队挂号， 就可以直接
在社区预约医院的专家， 其治疗费用也
有较大幅度降低。

家门口就业有保障。芙蓉区推出“求
职超市”：用人单位的需求、求职者的特
长和意向，都清楚标出；“视频面试”让就
业者突破了地域限制； 用人单位可直接
上传岗位信息， 求职者可点对点发送简
历……

上高中免费。从今年春季学期起，芙
蓉区属全日制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在校学
生免费入学。 每学期收费文件中应缴纳
的学费与代收（应缴）部分的经费，由区
财政根据实际减免数额， 全额拨付到学
校。

居有所依、 老有所养。 今年出台的
《芙蓉区慈善精准救助困难家庭实施办
法》，囊括助困、助医、助学、助老、扶贫等
8大项目，帮扶精细、分类明确。

今年起， 芙蓉区还将持续推进构筑
“出门享绿， 500米见园” 的绿化大格
局。 仅今年就投资7.2亿元， 铺排9大类
绿化项目79个； 5年内对白果园等一批
底蕴深厚的街巷进行修复， 保留原有历
史信息的同时， 为其量身引进时尚文
化； 推动区社会福利中心建设， 打造集
养老、 医疗、 救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社
会福利机构……如此， 一个多层次、 广
覆盖、 立体式、 全纵深的精准民生保障
网在芙蓉区铺排开来， 老百姓高品质的
生活也随之而来。

老城新姿品自高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王博胜）株洲深入推进治安防控
体系改革， 自今年创新推出以“四巡四
防”为基础的防控发案机制以来，取得显
著成效。近日，该机制被评为全省公安机
关今年优秀改革项目。

“四巡四防”机制构筑了防控发案的铜
墙铁壁。“四巡”机制包括通过市场机制购
买保安公司巡防服务的方式，年投入1300
余万元，组建455人的队伍从晚上7时至凌

晨3时进行夜间巡防；整合公安民警、辅警
等专业巡防力量400余人，对治安复杂、案
件高发区域实行网格化“昼巡”；整合巡警、
特警、铁路公安和武警精干力量，组建武装
“联勤”小组，携带武器装备在主城区重点
部位、重点路段开展常态化武装联勤巡逻；
此外，还依托株洲通用航空产业优势，通过
警企合作，运用固定翼滑翔机、警用直升机
开展空巡，成立了11支警务航空中队。

在“四防”机制中，株洲市公安局全

面启动“智慧株洲”电子眼建设及联网工
程建设，新建高清摄像头4800个，升级
整合、联网社会摄像头10592个，实现区
县之间联网共享，构建无缝化“技防”；充
分发挥社区民警作用， 发动广大基层干
部群众积极开展守院护栋、 义务巡逻等
“民防”活动；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中心”，密集开展防盗、防抢、
防骗等宣传工作， 切实提升群众自我防
范水平。此外，采取多种模式在株洲主城

区和5县（市）城区建设标准化的治安岗
亭40个、公安检查站20个，实行警力值
守全天候， 使治安岗亭成为围捕重大犯
罪嫌疑人的卡点、巡逻防控的驻点。

株洲市公安局创新推出“四巡四防”
防控发案机制，在全市主城区构建了一张
动静结合、全时空、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
控网络，实现了刑事发案和刑事警情显著
下降。 截至10月底，该市接报刑事警情、刑
事立案同比分别下降了12.55%、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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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国辉）“老车站前车辆乱停乱
放，请公安、城管处理。 ”11月上旬，新田
县综治中心接到群众举报， 通过天网摄
像头确认后，立即通知相关部门处理。经
劝导、教育，5分钟即整改到位。 近年，新
田县积极创新和推动“多网合一、多方联
动、多元共治”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提升
了全县社会治理的水平和群众满意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提高社会治
理社会化、 法治化、 智能化、 专业化水
平”。 新田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李

祥佐向记者介绍， 新田县近年在这方面
进行了积极探索， 组建了新田县综治中
心，将城管、安监等部门和体育馆等公共
场所500多个社会视频， 接入县综治中
心视频监控系统平台，进行统一调度。深
化“一号通”建设，整合工商、物价、食品
药品安全等投诉和法律援助热线， 做强
12345热线功能。 自热线开通以来，受理
群众来电7.6万余个，按期办结率达99%，
群众满意率达96%。

同时，新田县将城市6个社区划分为
66个单元网格，农村224个行政村划分为

841个网格。 通过公开招聘，为每个网格
配备了网格员， 由相关部门和网格员及
时落实县综治中心的指令。今年1月至10
月中旬， 该县网格化信息平台共受理事
件46096件，已办结45867件，办结率达
99.5%。 网格员及时发现、报告治安隐患
信息3200余条。

该县还大力建设小区、楼栋等“微
治理”体系，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
理，建立健全“红袖套”实名制管理办
法和响应机制， 确保“重点部位有人
控、 大街小巷有人巡、 小区院落有人

看、可疑情况有人报”。前不久，该县龙泉
镇凤凰村网格员发现有人疑似非法罐装
燃气， 县综治中心立即安排安全生产办
公室、派出所等派人赶赴现场调查处置，
查获大型煤气罐1个、 输气设备若干，刑
事拘留2人。

湘潭“会呼吸”的
拼装草板受青睐
在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得到推广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徐荣）打球的打球、跑步的
跑步……今天， 设在湘潭的湖南经贸高级技工学校用5000
余平方米悬浮拼接草板制成的操场上，像往常一样热闹。

“整个操场都由草板循环拼装而成，省去了重型机械施
工，且哪里需要拼哪里、哪里坏了换哪里，特别简单省事。 ”
湖南现代科文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彭坚介绍。

据了解，拼装草板是利用悬浮拼装基础板与人造草结合而
成的新型专利产品，采用拼装式设计，可根据项目进行个性定
制。 用拼装草板建的操场，既能保证运动性能，又具有透水、透
气、环保等特性。这种“会呼吸”的草板受到青睐，目前已申请20
余项专利，在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得到推广，用这种草板拼
装的运动场逾千片。

公司总部设在湘潭的湖南现代科文体育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是我省一家创新型民营体育本土企业，在推进场馆智能
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在公司微型足球场上，彭坚将脚下的
足球踢入球门， 一旁的智能操控系统屏幕上立马显示出了

“3分”等字样。“现在，我们正在对草板进行数字化升级，以
后的球类比赛评判，将实现全面智能化。 ”

目前，该公司正在对草板、门桩、围挡等体育用品进行智
能声光设计与智能云端技术应用。 届时，将不仅能精确记录
各项运动数据与指标， 还能通过APP实时反馈运动综合分
析结果，实现远程视频指导。

长沙31对新人举行
汉式集体婚礼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金慧 贾娟）今天下午，第二届湖
南汉式公益集体结婚大典在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街举行，
本次结婚大典以“创建文明家庭，传扬好家风好家训”为主
题，31对新人身着汉服，遵循周礼婚制，喜结连理。

活动现场，新人身穿汉家衣裳，在赞礼官带领下，醮子、恭
迎、沃盥、祈福……每个动作，都代表一份责任，代表一个承诺
的开始，整套礼仪逐一完成，充分体会了传统婚仪的魅力。

除了氛围布置、新人婚服、婚典环节均合乎古法，典礼所
用的几案、铜盆、汉盘、葫芦杯等道具亦是专门定制，完全按
汉民族传统，隆重庄严、华而不俗、喜而不闹。

“希望借由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仪式，进一步呼吁家庭关爱、
婚恋关怀，大力传播良好‘家德、家风、家教’，构建幸福家庭。 ”
活动工作人员介绍，由长沙市政府、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委
统一战线工作部指导， 特别邀请了中国商代大铙古乐团演奏，
将2000年前的商代大铙古乐复原展现在市民面前。

�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豪华）
过去，人们见面问候一般是“你吃了吗”，后来变成了“你好”。
现在，“你今天登录‘红星云’学习了吗？ ”已成岳阳党员干部
新的问候语。 9月11日省委组织部试运行“一网一云”以来，
岳阳把“红星云” 作为全市党员教育管理的重要成果来运
用，掀起“红星云”学用热潮。 截至11月12日，全市注册激活
党员用户达174761名， 占党员总数56%， 学用积分合计
8186859分，其中，平江县、岳阳县、汨罗市跻身全省前5名。

岳阳市委书记胡忠雄带头注册“红星云”，经常登录、推
广“红星云”。 11月4日至5日，他深入平江县10个重点贫困乡
镇，每到一处都询问基层党员注册使用“红星云”情况，要求
各级党组织充分利用“红星云”加强党员教育、管理。 各级党
组织及组织部门通过集中培训、督促通报、随机抽查，全天
候推广“红星云”。

在岳阳各级机关，“你今天登录‘红星云’学习了吗？ ”这
句话滚动在电子屏，悬挂在横幅上，流行在问候上。 登录“红
星云”，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接受党性教育、了解最新资讯，
已成全市党员干部的新时尚。 平江县要求党员每周3次发手
机截图、亮学习晒积分，至11月9日，全县学习积分排名全省
县区第二，积分超1000分的党员达105名。 岳阳县对45家学
习积分偏低的单位党组织下发整改通知书。

岳阳市组织部门发挥“红星云”的“网上支部”功能，督促
基层党支部上传主题党日、“三会一课” 、村（社区）综合服务
平台建设等工作照片、会议记录、资料台账，点对点加强指导。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罗娟 )近日，家住湘潭市雨湖
区50岁的贫困农村妇女吴桂秋怎么也
没想到，困扰了自己6年的子宫肌瘤和
子宫腺肌症终于解决了。 每每提起这
个，吴桂秋的言语里满是感谢。 这是今
年湘潭市妇联积极开展农村适龄妇女
“两癌”筛查民生实事工作以来，争取
各类资金对患病妇女实施救助的一个
缩影。

今年， 省政府下达湘潭市的农村
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实事工作目
标任务为2.4万人。 市妇联自加压力，
最终确定今年免费检查任务数为3.49
万人。截至10月20日，湘潭市已累计完
成省级和市级目标任务数分别为
32716人、37684人， 完成率分别为
136%、108%。

在扩大“两癌” 检查覆盖面的同
时， 湘潭市还积极争取救助经费51.6
万元，救助43名农村低保“两癌”患病
妇女；为全市参加“两癌”免费检查的
2000名农村建档立卡、 低保妇女购买
10元/人的女性健康“两癌”公益保险；
为10名“两癌” 患病妇女的子女给予
“春蕾”救助，确保广大农村妇女得实
惠、普受惠、长受惠，为她们撑起了坚
实的“保护伞”。

临澧用铁纪打造
教育清廉之风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通讯员

王明义 临纪宣 ） “对教辅材料征订
工作中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 涉事校
长一律按照组织程序先予免职或作出
撤职处理再查处， 涉事教师一律从严
从重处理。” 近日， 临澧县专项整治
办向全县各学校和教师重申铁的纪
律， 不断推进全县中小学违规征订教
辅材料专项整治活动。

为切实减轻群众经济负担和学生
课业负担， 巩固和深化“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和“纠‘四风’、 治陋习”
专项整治成果， 根据省市会议、 文件
精神， 临澧县今年来开展了全县中小
学违规征订教辅材料专项整治活动。
针对自清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县
专治办依法执纪问责， 对违规征订教
辅材料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对违规
资金进行清缴， 有6人被立案审查，
组织处理209人， 清缴违规资金41.06
万元， 形成有力震慑。 目前， 该县中
小学违规征订教辅材料专项整治活动
正如火如荼推进， 铁的纪律打造了教
育清廉之风。

株洲治安防控“四巡四防”
接报刑事警情、刑事立案同比大幅下降

信息大联动 基层微治理

新田社会治理“多网合一”

“你今天登录
‘红星云’学习了吗”
岳阳党员干部有了时尚问候语

湘潭“两癌”检查
为农妇撑起“保护伞”

� � � � 11月12日上午，长沙市湘江东岸猴子石大桥南侧河堤上，志愿者将外来入侵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连根拔起。 当
天，长沙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天心区农林水利局联合主办“爱湘江、爱自然”清理加拿大一枝黄花公益活动，150名来自社
会各界的志愿者参加。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周灿英 摄影报道

清理“加拿大一枝黄花”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12日

第 2017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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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1040 6448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70 173 254310

8 9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12日 第2017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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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6295719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22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327342
4 13055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72
78811

1582688
8791861

46
2712
57228
303440

3000
200
10
5

1115 18 23 3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