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许印文

一个山林中的“土疙瘩”，经过深加
工后华丽转身，变成魔芋精粉、魔芋仿生
食品、魔芋休闲食品等，成为消费者喜爱
的碱性食品。

一个林下的特色产业，经过培育，形
成了集种植、 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产业
链，4年时间带动贫困户2519户8570人
脱贫。

“小魔芋，大魔力 !”11月22日，省委
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会同
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 对该县培育发展
魔芋产业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取得的成
效，给予充分肯定。

魔芋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十大保健
食品之一。作为健康有益的碱性食品，近
年来很受欢迎。会同是全国闻名的“广木
之乡”“南竹之乡”， 这里适宜魔芋生长，
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魔芋适生区。

然而， 作为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重
点县的会同， 人们却长期守着绿色资源
过着穷日子。

魔芋产品畅销， 给了当地人启迪。

2013年3月， 会同群益魔芋专业合作社
应运而生，并改变过去大田种植的习惯，
在县林业局连山杉木种子园建立了405
亩魔芋种植示范基地。

会同县林业局负责人介绍， 林下种
植魔芋，发病率低，充分发挥了魔芋喜阴
的特点，产量更高。 当年，示范基地每亩
魔芋产量达1500公斤以上，收入达6000
元以上。 同时增加了林木的产能， 让林
木、果树增效5%至10%。

示范基地“一炮打响”，把绿色魔芋
产业作为县域特色和优势， 助力脱贫攻
坚，成为会同决策者的共识。

会同将魔芋产业纳入“十三五”规
划，作为全县农业产业化重点开发项目、
扶贫产业开发重点项目，在征地建设、技
术培训、信息化平台建设、科研成果转化
等方面给予支持， 并分别按每亩1500
元、800元的标准，对发展魔芋种植的贫
困户和非贫困户进行奖补。

让产品变商品， 是产业发展的关键。
会同重点培育的魔芋龙头企业湖南博嘉
魔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过4年发展，通
过科技创新，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拥有

精深加工生产线5条，年加工生产魔芋3万
吨，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魔芋加工企业。

湖南博嘉魔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钟果林乐呵呵地介绍，11月9日，在
省第四届家具博览会暨首届林业博览会
上， 会同魔芋系列产品获得林业产品类
金奖，展品被抢购一空。

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自治乡小市
村贫困户谭德平比钟果林更高兴。 11月
23日，他拉着500公斤魔芋来到“博嘉魔
力”，魔芋一过秤，工作人员就将2000元
现金交到了他手里。

谭德平喜形于色地说，“我今年种魔
芋纯收入有4万元，脱贫没问题。明年，准
备扩大种植规模，往小康路上奔。 ”

魔芋脱贫显“魔力”。 会同县高椅乡
翁江村党支部书记曾维根说， 过去一直
找不到带领村民稳定增收脱贫的好项
目。 去年，他试种魔芋8亩，获利近10万
元。今年，他带领村里10户贫困户种魔
芋40余亩，年底10户贫困户均可实现
脱贫。

“盖新房，娶新娘，小小魔芋来帮
忙。”钟果林高兴地向记者念起了当地

流传的顺口溜。他介绍，其公司积极服务
于精准扶贫和产业扶贫，采取“公司+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实行产业规
划、技术培训、种苗供应、产品回收和加
工销售“四统一”，形成与贫困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

据了解，目前，湖南博嘉魔力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魔芋种植遍布会同18个乡
镇，并辐射带动周边30个县（市、区）发展
魔芋种植，总面积达3.5万亩。 还与5个县
签订了产业联盟协议，与87个贫困村、53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了魔芋回收合
同。 公司创建的魔芋种植基地被国家林
业局定为“服务精准扶贫国家林下经济
及绿色产业示范基地”。

“立足魔芋资源，实现就地脱贫，让
林下成为‘聚宝盆’，让会同走出一条因
地制宜的脱贫路。”会同县委书记杨陵俐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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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20 0 3 6
排列 5 17320 0 3 6 3 7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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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一环保”
———湖南发展装配式建筑见闻

金慧 欧卫星

11月21日至22日， 长沙市委宣传部组织各大主流媒体记
者，走访远大住工、中民筑友等7家企业单位，就装配式建筑、
绿色建筑等进行采访，为即将在长沙举办的2017湖南（长沙）
装配式建筑与建筑工程技术博览会预热。

在远大住工，看到这样一幕：门窗、幕墙、混凝土预制件全
部在工厂车间进行生产，吊机正在对房屋墙面进行施工，让人
惊叹。

据介绍，如今，预先在工厂生产好房屋主体构件，再到现
场进行拼装，“像搭积木一样建房” 的装配式建筑在湖南蓬勃
发展，刷新了人们对中国建筑的认识。

“15分钟做好一面墙，3天盖好一栋房，50天完成精装修
可拎包入住。 ”中民筑友科技集团负责人说，装配式建筑不仅
高效，而且能做到“五节一环保”，即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节
时和保护环境，可减少建筑垃圾90%以上。

据了解，湖南装配式建筑起步较早，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
探索， 已成为全国住宅产业化和装配式建筑领域制度建设较
完善、产能规模较大、发展速度较快的省份之一。 至今年10月
底，全省装配式建筑产能达到2500万平方米，产业总产值达
400亿元，产业基地覆盖全省14个市州和省外20余个地市。

“借筑博会平台，向世界推荐湖南装配式建筑的成果和经
验，让湖南建筑走出国门，造福全球。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筑博会规模更大、产业链更全、影响力更
广，展会面积达4.5万平方米，国内龙头企业将集体亮相，全面
展示建筑行业全产业链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新成就。

城头山遗址公园外围景观
获世界景观奖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刘杰) 近
日， 在德国柏林举办的世界建筑节颁奖典礼上， 由北京大学
教授俞孔坚及其团队设计完成的澧县城头山遗址公园外围景
观， 夺得2017年度唯一的世界景观奖。

据了解， 该奖项有“建筑界奥斯卡奖” 之称。 评审中，
评委们称赞城头山遗址公园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创造性的综合
体， 他们对公园中游客和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印象深刻， 尤
其对当地农民水稻种植活动作为持续性生产活动得以保留下
来， 予以高度肯定。

位于澧县的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是迄今为止中国
最早的古城池遗址， 也是水稻种植的发源地。 遗址公园项目
将动态的农业生产过程作为景观体验来设计， 赋予这一古老
遗址以新的生命。 项目设计团队利用各种湿地植物及林带，
对环绕古城遗址的护城河外侧水岸进行生态修复。 核心区以
外的公园主体部分， 被重新设计为农田， 成为一个户外稻田
博物馆。 场地内设计了一座4米高的玻璃廊桥， 供游客登高
远眺， 使公园北部考古遗址尽收眼底， 沿桥散步也成为一种
奇妙的探险体验。

桃江“扩城”拉动经济发展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通讯员 张正吾 刘青 周芳）“以前

修路尘土飞扬，现在公路上泥砂有人铲运，洒水车经常冲洗，
路面干净多了。”11月22日， 在桃江县城益马高速公路桃花江
互通连接线施工现场，桃江县住建局局长李茂武说，这个项目
是今年县城最大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1.8亿元。项目建成
后， 将桃江县城与益马高速快速相连， 成为县城通往外界的

“南大门”。
据了解，桃江县加快县城建设，拉动经济发展。近3年来，

该县在县城区共投入资金20余亿元， 完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87个。新建与提质改造了桃花江大道、浮邱山大道等12条城区
主干道。同时，改造小街小巷60多条，还建设了60多万平方米
公园、100多万平方米绿地广场和沿江风光带， 拉大了城市骨
架，提升了城市品质。

随着县城扩大与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桃江县城经济拉动
作用明显增强。近3年来，桃江县城新增创业实体1.6万个、创
业者1.8万人，带动就业3.8万多人。桃江县住建局也被评为省
级文明单位。

小小“家训牌” 时时敲警钟
石门县挖掘家风“廉”元素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通讯员 邱晓明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11月22日，记者走进石门县白云镇政府办公室，发现
每个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摆着一个“微家训”牌子。牌子正
面是一条家规家训，背面是亲人的廉政寄语，时刻提醒他们清
白做事、廉洁奉公。

今年来，为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石门县深入挖掘各地传统
家风中的“廉”元素，广泛开展“传承优良家风，共建清风石门”
活动。白云镇收集当地52个姓氏祖辈相传的家风家训3835条，
通过审核、整理，最终形成85条“白云家训”，并把这些家训制
成牌子，摆到党员干部职工的办公桌上，还编成歌、演成戏，搬
上舞台。夹山镇收集了上万条治家格言，再整理成800多字的

“夹山治家格言”，并在镇完全小学大门两侧建成长达120米长
的“格言墙”。目前，全县有1000余名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积
极参加“传承优良家风，共建清风石门”活动，从家庭做起，以
家风正民风、以民风正社风、以社风正作风。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冯丽萍

清爽的沥青路四通八达， 村头小游园
精美别致，栋栋农家小院整洁有序。 花溪江
穿村而过，两岸数千株桃、柳迎风而立，风情
吊桥横跨小溪，999级阶梯直通山顶白
鹤观……近日， 记者来到永州市冷水滩区
花桥镇敏村，感觉真的是美得像“化了妆”。

“几年前的敏村，因乱砍滥伐，生态
破坏严重，导致河水发黑，鱼虾无存，河
道干涸。村里矛盾频发、上访不断。是‘五
老’支援团的引领，才有了村里如今的俏
模样。 ”谈起村里的变化，村委会主任周
进君极力推崇村里“五老”的功劳。

2014年，在外当老板的周进君返乡
参与村支两委选举，当选村委会主任。当
年底， 他组建了一支由热心老人、 老党
员、老干部、离任老村（组）长、老教师组
成的13人“五老”支援团。

“五老”们从调解矛盾、凝聚人心着
手， 建立了矛盾调解室和公共法律服务
点，打造了法治宣传长廊，配置了综治巡
逻车。 2015年，村里开展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建设，有4个组是重要水源地，因许
多村民意见不一，迟迟开不了工。“五老”
们了解情况后，立即组织召开协调会，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得到村民们的积
极配合，工程顺利实施，结束了村里祖祖

辈辈挑水喝的历史。
“五老”支援团积极参与村里基础设

施建设，他们利用自身资源，出谋划策，筹
资金、跑项目。 去年以来，村里筹资400多
万元创建了生态度假园， 开辟了4.5公里
生态旅游线路；筹资500多万元，拓宽硬
化了村道13公里，修建了两个小游园，整
修了骨干山塘……现在，“五老”支援团又
在积极谋划敏村高山百果园项目。

“五老”支援团以“调”促和谐、促发
展。两年来，实现矛盾纠纷摸排调处率达
100%，调解各类纠纷100余件，没有一起
矛盾纠纷出村，昔日“问题村”成了远近
闻名的美丽乡村。

江华：
公职人员退出小水电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通讯员
尹世禄 刘天相 邱亚平） 11月21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小水电开发经营公司
已为该县最后一名公职人员办理了退
股手续。 截至目前， 该县参股小水电
开发的236名国家公职人员全部办理
了退股手续。 今年8月以来， 江华结
合本县小水电开发点较多的实际， 将
违规参与涉小水电经营性活动作为清
理整治的重点。 清理对象既包括国家
公职人员， 也包括领导干部的配偶、
子女， 同时延伸至辞去公职未满3年
或退休未满3年的领导干部、 辞去公
职未满两年或退休未满两年的一般公
务员。

祁阳地税：
创新“两学一做”宣传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通讯员
黎金元 杨勇 ）“微信专刊形式新颖、
学习方便， 极大提高了我们学习的
积极性。” 今天， 祁阳县地税局一分
局党支部书记蒋智磊仔细阅读局里
创办的微信专刊后， 深有感触地说。
今年6月以来， 祁阳县地税局创办微
信专刊， 推动“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 受到党员干部欢
迎， 学习效果明显提高。 微信专刊
每周一、 三、 五发行， 设两个栏目，
即党纪党规连播、 “两学一做” 知
识点滴。 目前， 专刊已刊发60期。

小魔芋 大魔力
———会同一个特色产业带动8570名贫困人口脱贫

新闻集装 “问题村”成了美丽乡村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玖华 陈奇波

“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不变，体现了
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作为
农民的儿子，只要紧跟党走，前途才会光
明。 ”近日，在双峰县花门镇黄龙群工站的
操坪内，该镇黄龙村回乡创业大学生、十九
大宣讲分队成员陈楠充满激情的宣讲，赢
得现场100多名干部群众的喝彩。

荷叶镇良江村77岁的老党员王金
生， 是1994年退休的老干部，17年前，他

与5个退休老同志成立全镇首个红白喜
事理事会，免费为五保、低保、残疾等贫
困家庭办理红白喜事100多场次，节省开
支280多万元。 此次他和5名退休老同志
全部进入镇里组建的宣讲分队， 连续半
个月下村宣讲。

自11月上旬以来， 双峰县的8支宣讲
队64名成员，已孵化成24支宣讲队伍256
名成员，向全县各机关、单位、学校、社区、
村组开展宣讲380多场次。“讲百姓的话、
谈自己的感受，这样的宣讲接地气。”双峰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群说。

“讲百姓的话，谈自己的感受”

� � �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向云峰 唐婷）“李熙桥镇党委委
员、副镇长张某某对分管的安全生产工
作不认真履职，存在工作失职行为，给予
党内警告处分……”11月22日， 绥宁县
纪委通报了一批违反作风建设相关规
定的典型案例。

今年来，绥宁县纪委切实履行监督
执纪问责职责，强化问责、倒逼负责，营
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
该县出台了《严肃工作纪律的十条规
定》，并深入开展“提振精气神、提升执行
力，奋力促赶超”主题活动和“四治四提”

（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
劲）专项整治活动，切实解决“精神状态
低迷、工作热情不高、消极应付、懒政惰
政”“不作为、不担当”“工作效能低下、服
务环境不佳”等方面突出问题。

对发现的问题线索， 绥宁县采取抓
早抓小、快查快结的方式，对违纪行为坚
持查实一起、处理一起、通报一起，释放
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的强烈信号。 目前，
已开展作风督查34次，发出督查通报26
期，查处各类违纪违规人员124人，其中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0人。

绥宁整治庸政懒政怠政行为
查处违纪违规人员124人

索道救援演练保安全
11月23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旅游、人民武装部等部门在天子山风景区联合举

行“索道应急救援演练”，通过演练检验索道安全性能、应急救援体系的有效性及与
景区各管理部门的整体联动和快速反应能力，保障游客生命安全。 吴勇兵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23日

第 2017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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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1040 432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47 173 233031

5 3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23日 第2017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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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08589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7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039634
4 38350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15
46678
991147
8401669

13
1499
34315
310864

3000
200
10
5

0217 28 32 3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