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李曼斯 宋
尚红）今天下午，宁乡县启动科级干部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 在县
委党校举办第一期专题培训。

据了解，宁乡这次轮训采取“四训一
考”（集中培训、单位自训、片区轮训、党
员冬春训与闭卷考试）形式，分层次、分
时段、分类别进行，将实现党员干部受训
全覆盖。其中，科级干部集中轮训分8期
进行，每期轮训4天，覆盖全县1100余名
县管科级干部。安排县主要领导授课，并
邀请中央党校和省、 长沙市委党校专家
讲课,并采取个人自学、分组讨论、主题
交流等多种学习形式， 以激发学员主动
思考和主动学习的热情。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邢玲）
11月25日下午，桃江县从卫计系统抽调
60多位医生与心理咨询师，分赴全县中
小学校，开展学校健康知识巡回宣讲。其
中，由8位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团队，为桃
江四中等学校师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当天上午，参加宣讲的医生、心理咨
询师分别接受了学校健康知识巡回宣讲
师资培训、心理咨询师培训。桃江县卫计
局、 县教育局还组织26所学校相关负责
人，进行了肺结核科普知识培训，并发放
相关科普知识挂图1000多份、学校结核
病防控小手册500多本。 同时， 为各乡
镇、 各中小学校发放预防结核病科普宣
传资料20万份。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雷鸿涛）
11月26日，会同县纪委相关人士向记者透
露，今年来，县纪委运用“互联网+监督”平
台，对公职人员家属违规领取低保资金问
题开展专项整治。通过平台对数据情况进
行“碰撞比对”，截至目前，共清退违规享
受低保人员18947人， 追缴国家公职人员
家属违规领取的低保金230余万元。

针对公职人员家属领取低保问题，
县纪委督促县民政局进行全面排查，并
要求公职人员限期将违规领取资金以
“罚没”名义缴到廉政账号。“不但要追缴
违规资金， 还要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问
责。”县纪委书记胡东声说。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周俊）
“告别了黑烟尾气， 既舒服又节能环保，
为政府推行新能源公交改革点赞！” 11
月25日，涟源市首批20辆新能源纯电动
公交车投入使用，获得群众一片叫好。

今年来，涟源着力推进“公车公营”公
交体制改革，依法解除了原有65台公交车
城市客运经营权租赁协议。同时，市政府
先后投资4000万元，帮助公交车“改头换
面”，重新组建了涟源市新能源公交公司，
建设了标准新能源车充电站场，并通过公
开招投标，采购了50辆新能源纯电动公交
车，这些车将分批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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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通讯员 罗中
华 刘鹏 记者 杨军）11月24日， 在桃江
县竹缘林科开发公司竹笋加工厂里，工人
们忙着对干笋进行切丝、蒸煮、包装。公司
总经理肖学文说， 公司已开发玉兰片、烟
笋、榨笋、笋片4大类20多种产品，是县里
最大的竹笋加工企业，预计今年销售额将
超过7000万元。

近年来，桃江县着力将竹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 打造富民强县主导产业。
去年，全县竹产业创产值69.5亿元，占全
省竹产业总产值33.7%；相关从业人员达

15万余人， 全县竹农人均竹业收入2300
多元。

桃江县有竹林面积115万亩，竹资源
总量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该县出台了
一系列支持竹产业发展的政策。今年8月，
又从基地建设、产品开发、产业融合等8个
方面，推出了扶持措施。从今年开始，县财
政每年归集资金3000万元， 支持竹产业
发展。

建设笋竹两用林基地，是桃江竹产业
发展的一个亮点。山作田耕、笋当菜种，结
合竹林低改加强笋竹两用林基地建设，竹

农取得好收益。目前，全县已建成100亩
以上笋竹两用林基地54个， 发展竹笋加
工企业24家、合作社16家。连续经营2年
以上的笋竹两用林，年亩收入达800元至
1000元，最高达4000元，比原来单一用材
林效益提高4至20倍。

同时， 桃江县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做
大做强竹材加工产业。县里建设了湖南
林业（桃江）现代竹产业科技园，建成了
中国桃江竹文化科技馆、桃江竹木制品
检测中心等， 聚集起以桃花江实业、万
维竹业为代表的科技型竹加工企业，带

动竹加工向精深方向发展。目前，全县有
竹加工企业12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8
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家、省级林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11家，注册竹业品牌98个，逐
渐形成了园区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龙头
企业引领的格局。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魏杰 孟春绒）近日，在永顺县灵
溪镇司城村蜜蜂养殖场，科技特派员周大
召正在给村民彭忠武传授蜂蜜收割技术。
彭忠武告诉记者：“在周大召的帮助下，村
里30多户农户发展规模种养业， 还成立
了万马归朝土特产销售公司，今年我家仅
养蜂一项收入就可达2万元。”

为做大做强农业“蛋糕”，永顺县从农

业、畜牧、林业、经信等部门择优选派科技
特派员140人， 领衔14项科技惠农工程，
并结合县域主导产业，组建优质稻、玉米、
油茶、柑橘、烤烟、茶叶、猕猴桃等10个科
技特派服务团。今年，先后在190个贫困
村开展水产养殖、蔬菜种植、农机操作等
技术培训142期次，培训农民2.6万人次。

永顺县鼓励科技特派员以入股、承
包等形式，与农民群众、专业大户、龙头

企业签订合同，结成利益共同体，让科技
特派员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共享农
业科技“蛋糕”。石堤镇毛土坪村油茶树
老龄化挂果少， 科技特派员魏大云和易
著虎创办大云富硒油茶专业合作社，带
领群众引进新品种，改良老茶树，使1.2
万亩油茶林再次焕发勃勃生机。同时，该
县加大对科技特派员的服务管理， 完善
考核、奖惩、召回制度，对工作中有不作

为、乱作为、年度考核不合格等5种情形
的人实施召回撤换。

科技为农业农村注入新活力。 永顺
县把科技惠农列入精准扶贫“15项工
程”， 引进和推广机械插秧、 无人机植
保、水稻鸭鱼高效种养、猕猴桃嫁接等新
技术、新品种40多项，近年建成特色产
业基地73万亩， 助力6800户2.4万贫困
人口稳定脱贫。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杨
坚 尹建国 )今天，新宁县阳光灿烂，把昨天开幕的第
三届中国·崀山脐橙文化旅游节推向高潮。 大批游客
涌向崀山各景点，在崀山北大门外广场举行的“全球
游客游崀山·嘉年华疯狂派对” 活动也吸引不少人参
加。在城郊一处处脐橙园，许多游客在采摘、品尝果
实，乐在其中。

崀山旅游和崀山脐橙是新宁最知名的品牌和最有潜
力的产业。崀山脐橙文化旅游节由新宁县委、县政府与邵
阳市旅游外事港澳侨务局共同主办。节会活动丰富多彩，
有脐橙采摘开园仪式、崀山脐橙高峰论坛、邵阳特色农产
品展销、文学名家采风以及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等。此
外， 活动组委会还会安排游客参加刘氏宗祠地方小戏欣
赏、石田稻草人主题公园观光以及崀山特味楼瑶王宴、崀
山人脐橙宴品尝等节庆民俗活动。 活动将持续至12月3
日。

活动现场，邵阳市还举行了“百万邵商游家乡”启动
仪式。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通讯员 向晓玲 记者 彭业
忠）11月25日，2017年第二届中国·潭溪椪柑旅游文化节
在泸溪县潭溪镇举行，吸引周边及贵州、重庆等地上万群
众参加。

节会主会场农产品展览区内，农特产品琳琅满目。下
都村椪柑精品园生产的椪柑，果肉饱满口感好，受到大家
青睐。

椪柑节上，展出的不只是椪柑。潭溪社区展出的铁
骨猪肉质鲜美，很受欢迎。小能溪、楠木冲、新寨坪3个
村万亩杜仲基地所产杜仲红茶，还有松柏潭的糯米酸、
楠木冲的茶油和板栗、盘古岩村的豆腐干、兴隆寨村的
腊肉、 且己村的黄牛肉， 每个村的展区内都挤满了游
客。

美食品鉴会———铁骨肉厨艺大赛、 秘制美容养颜柑
橘糖水品尝会，吸引不少游客，大家边吃边竖起大拇指称
赞。

节会上，还举办了乡村趣味运动会，包括挑椪柑接力
赛、快乐向前冲、喜接椪柑、四方拔河比赛等，热闹非凡，
把活动推向高潮。

随着时尚“橙” 跑———山地微型马拉松比赛哨声吹
响，来自湖南、贵州以及美国、西班牙、英国、乌克兰等地
的500名“跑友”翻越3.5公里山地，来到下都椪柑精品园。
这里是潭溪镇万亩椪柑示范园核心基地， 该基地以土地
流转、劳务合作、参股分红等方式，使当地1190户贫困户
走上脱贫致富路。

据介绍，当天，节会上展出的椪柑等农特产品实现销
售收入70多万元。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陶芳芳 杜治锐）今天趁着天
晴， 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铺街道兴隆小学五年级学生瞿思
涵和爸爸妈妈一道，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作为学
校刚评出来的“最美爱卫小达人”，小思涵还和小伙伴们
一起，清理小区堆物、捡拾白色垃圾。

大托铺街道位于天心区南面城乡接合部， 这里不少
居民属“洗脚上田”者，外来流动人口也多，一些人环境意
识薄弱，闲置的物品随意堆置，小广告到处乱贴，随意焚
烧垃圾、倾倒污水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为创造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今年来，大托铺街道
联合当地4所学校，开展“大手牵小手，共建美家园”环
卫整治活动。通过家校互动，引导青少年携手家长共同
行动，打扫房前屋后卫生。同时，对街道4800多户居民
逐一进行上门宣传，开展路面清扫大提质、垃圾焚烧大
整顿、违章建筑大拆除、卫生死角大清理、农户卫生大
评比等专项行动， 已清理100多处卫生死角、10多个垃
圾围子。并同步加强绿化美化和市政设施完善，在共治
共享中全面提高居民文明素养，“清爽大托铺” 日渐呈
现。

竹山作田耕 竹笋当菜种
桃江竹产业成富民强县主导产业，年产值占全省三分之一强

领着农民干 带着农民赚
永顺选派140名科技特派员下到190个贫困村服务农民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罗娟 ）近日，长沙市雨花区委组
织部牵头， 组织党建专家来到该区左家
塘街道长钢佳润新都小区， 就小区党建
工作进行研讨。

2007年10月，长钢佳润新都小区成立
了长沙市首个城市小区党支部。10年来，

在党支部带领下， 小区探索建立起党支
部、业主委员会、业主监委会、物业公司“四
位一体”管理模式，创建了业主代表制、监
委会监督制、联席会议制，以及“三互”（互
联互补互动）、“六共”（资源共享、 难题共
解、 文明共创等）、“五联”（思想工作联做、
公益事业联办、小区物业联管）工作机制。

如今，小区管理有序，环境优美、邻里和谐，
连续获评小区党建、管理先进单位。

专家们认为，党建进小区，意义十分
重大。雨花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龚
畅深有感触地说：“事实说明， 加强小区
党建，是破解小区治理难题的重要途径，
一定要坚定走下去，并不断探索、完善。”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11月23日， 永兴县举行招
商引资项目推介会， 现场集中签约项目
16个，共引进投资65亿元。

据了解，16个项目涵盖工业、农业和第

三产业， 包括总投资7.8亿元的永兴一中南
校区、 总投资6.5亿元的固废处理综合利用
项目、 总投资5.5亿元的竹天然环保装饰材
料项目等。其中，投资最大的为稀贵金属二
次资源环保利用及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总

投资为11亿元， 由丰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 落户国家城市矿产品示范基地柏林
工业园。 这些项目不仅与当地主导产业发
展规划高度契合，还具有产业带动性强、创
新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广阔等特点。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玖华 陈永鹏

“这里的山药营养丰富，药膳同补；
萝卜不放油，夹起两头流，好多人喜欢吃
呢。”11月24日， 来自娄底市的农副产品
经销商张红，指着满满一车山药、萝卜、
辣椒等10余种蔬菜和包装精美的大米，
开心地说：“我经销金土地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农副产品有好几年了， 市场反响一
直很不错。”

“像这些农产品，还通过电商、微商，
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等大城市呢。”合
作社理事长朱小平说，“仅此一项， 每年
给贫困户增加50多万元的收入。”

金土地农民专业合作社位于双峰县
青树坪镇兴星村， 已流转土地6100亩。
“是土地流转‘转’出了我的新天地。”朱
小平告诉记者， 他以前一直在外打工，
2006年看到政府鼓励土地集中连片和奖

励种粮大户的优惠政策， 当年他就回来
承包了850亩农田， 迈开了土地流转、集
约经营的第一步。 可没想到“秋后一算
账”，发现种田不比打工差，而且收入稳
定。

2007年， 朱小平将土地承包面积扩
大到1200亩，建立水稻、蔬菜两大基地。
这一年，粮食、蔬菜迎来大丰收，全年收
入数百万元。

种田“上瘾” 的朱小平一发不可收
拾，于2008年牵头成立金土地农民专业
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增加了500亩，
由水稻、蔬菜延伸至山药、西瓜等产业，
入社农民达280多户。 可当年的一场罕
见冰灾，砸碎了他的发财梦，150多亩蔬
菜大棚被大雪压垮，直接经济损失50多
万元。

困难并没有压垮朱小平。缺资金，他
就用自己的房子申请抵押贷款。历经9年
的发展， 如今的合作社拥有固定资产

1800多万元。 今年， 合作社又将124户
340名贫困人口全部纳入扶贫产业帮扶
范围，还提供贫困劳动力就业岗位50个。
“采取‘合作社+农户+基地’的运作模式，
贫困户按土地承包和入股资金分红，到
年底所有贫困户都能分红。”兴星村68岁
的贫困户孙和平老人说，“我是第一个将
8亩地租给合作社的。老伴于1998年车祸
丧失劳动能力，8亩地耕作累得我够呛。
自2008年将土地租给合作社后， 每年有
租金3200元。我在水稻基地负责管水，每
年工资2.5万元，年终分红5000元，年收
入是原来的7倍。”

由于经营好、产品品质好，合作社被
确定为娄底市“菜篮子工程”生产基地和
双峰县优质稻生产基地，并相继获得“娄
底市土地流转示范单位”“娄底市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等殊荣，朱小平本人也被
评为全国种粮大户、全省规模种粮大户、
2015年娄底市劳模等。

游美景 品脐橙 听小戏
新宁举办第三届
中国· 山脐橙文化旅游节

潭溪椪柑旅游文化节举行
吸引上万人参加

大手牵小手 共建美家园
天心区扮靓城乡接合部

新闻集装

宁乡集中轮训科级干部

桃江进校园宣讲健康知识

会同追缴违规低保金

涟源引进新能源公交车

11月26日， 社区
居民在表演文艺节目。
当天，2017第三届“百
姓大舞台·有艺你就
来”之千团万户市民才
艺大赛长沙市开福区
专场在盛世路社区举
行， 市民尽情展示才
艺， 舞蹈、 花鼓戏、合
唱、京剧等节目精彩上
演。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张颐佳 摄影报道

百姓大舞台
群众秀风采

专家聚首研讨长沙最早城市小区党支部

永兴集中签约16个项目
共引资65亿元

老百姓的故事 土地流转“转”出新天地

山

良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26日

第 2017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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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 1040 7030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84 173 239432

2 0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26日 第2017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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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75447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9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828398
2 39361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13
46477
992607
6852481

25
1749
38809
244013

3000
200
10
5

1614 24 28 3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