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0123456789:;<6=>?
23@ $% ABCDE;FCDEGHI !&'

JKLMNOI # JPQMRS !'' TMR
U '(% JVWXYZ[M()\]1^_`
abcdeBfgMhijklmMnop
qrsBtuvwx

*yCDEz{M ()|I}F~-
�X;��?Y���B����M��B�
���NB�p����%��;o�z�
*�MCDEB�����M����� 
¡z*¢

£¤¥¤¥M¦§x X���¨()5©
ªzB«�; ¬®¯B?M°±CDE²
³´µ¶·.BYz,¸¹¹º»u¼M½
¾¿[¢£ÀÁÂÃÄÅÆY}r!IMÇÈ
IÉxX=ÊËÌÍÇÈÎÃÏÆM���Ð
ÑÒÓ¢£(Ôµz��Å¶ÆÕ¢jÖ^_
×ØÙÚÛÜÝBsÞÛÓwM()zßµ

B"�à*àáâIx X
CDEÙ���ãäYåYæMçèå

�éYêëì¢íéîïðñòóÙôõ*
ö÷YM CDEYzø "'!$ ùúû±ü
ýþõÿ!"#8$°¢

Ô%?&'Yù()M14*êÆu
Ý+çÚÛ,-M ./*yCDEz5
6M012iM347856M7ÃÚÛ8
9MnYz�:;<õ=>¢

()I?yM"'!$ ù@*MÚÛÜÝ)
éCDEBå��¦yIAz'BCDÛ
8EFG "''' HI Ë�JK?56LMM
µ×ØBÒÓÙÚÛ»M�¦yI % lHG
NÛ8OPQRSTM UVIW:ÇXYM
GHI4�ZvB[\ÇL¢Ë�J]^_
`Ma "'!$ ùGH "' JKLMyßµGH

!&' JKLMtuvbc3dMË�Jea
fghgiMÀ)YijkðlmÞMn*
}o�pÌqbF¼MdWbr¢

CDEYzµ'BCDsGNÛ8STs
t¼Û8@uvwx×yBÛÓ»M Áø
"'!)ùpÌ78¢ z{KNOMYùB|Ì
%}~ #lHMÂ�ô�}�¢�Ë�J¿�
øß�M¿�����-Z¢µ�©Ç_��
�N�M�()GHQ���iÂ�MmÞ3
t3ôIå�ÔµëìF����[M��I
Y��dM����ø��� ¡¢£M!Æ
¤ &'''H¥¦M Ô()én}¿��5B
z�§¨ð©BYªÞv¢

«ùMCDEYzNOI¬ "JsPQ
#Js{K !&'JMRS !''TMRU '(%JM
Ë��®¯°ÌÍÇÈ{±²³Æ¢ ´µ

]^tuM«ùMCDEYzB¶ôõÁ~ *
lrHM:;·vÁ~yIO¡{¸¢

1¹_`abcdejkï=()ºM
»}8$°B�¼½Þä¾¿¿M8$°B
78��ÀÁÔ¿¿¢Â¿B?8$°l[
¼ßÃ*B�z��sð4¿RM"678
BÃÄÅ¢ ÆnÇÃÄÅMÔjÈIÚÛ,
-ÉiÊËïÌ8$°Í=ÍÎÏsiÌ
iÐ´MÄ�ÑÒÓsí°ÔysÛ8Û6s
ÕÖÚÛ×ÔMÔí²ØßÃCDExYÙ
ÚÛB78Ü:¢

!"#$%&' ("()*+,

!"#$%&'())*+,-! cÝ Þ

!!"#$!

!"#$%&'()*+,-./0$123+4567
89:;<=>?@ABCDEFGHIJK>LMNOP
QR.SPQT.>UVWXY./Z[-G\]-^

_`> LMNOab1O !" cde4fghABC
DSijklmHIn=op^ %qrojos>tOju
7vwx1yzo>{|op}~�����h%>���
�������>PQ��v�^Qp����OA���
m�gh��>�v%�f67"���o���^

�OPQp%�� > ¡�¢i�89£¤¥¦|§
¨©ª�«¬]®> ¯°±i�89£¤GHI7v²
U³>´�f67µIK¶S7v·�¸¹?@>7vv�
º°»¼¸� ½^ "%&'#

!"#$%&'()*+,-./
!"#$%&'(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妍
市州新闻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2017年12月1日 星期五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13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张明子 汪望月）11月中旬以来，位
于临湘市城区浮标小镇的“我的钓鱼”电
商营运中心，业务往来异常火爆，日发往
国内外的快递就有1000多单， 日交易额
10万元以上。这是临湘电商助力浮标产业
拓展市场的一个亮眼画面。

临湘抓住电商这个助攻点， 撬动浮
标、 南竹、 茶叶3大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升
级。 市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元，用于电商
平台建设、专业人才培训。 各乡镇（街道）
也分别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电商基础

建设和应用普及，在各村设立了80个电子
商务服务站，实现农村全覆盖。 临湘市商
务粮食等部门主动作为，先后成功引进阿
里巴巴、 京东商城等全国知名电商平台，
引导形成中心城区电商营运中心、 钓具
（浮标）产业园等两大电商企业集聚区。 钓
具（浮标）产业园是该市正在精心创建的
“省级电商产业示范基地”，现已入驻电商
企业22家。 在电商助力下，该市浮标产业
产值3年增加10.2亿元，从业人员由2万人
增至4万人。

电商加盟也让临湘市的南竹、茶叶两

大传统产业重放异彩。 以前，茶叶一直依
靠茶马古道、驻边定点进行内销、边销。 如
今，遍布城乡的电子商务已成为其开拓国
内外市场的“导航仪”，引领全市50多家茶
企进行产品升级提质。 明伦茶厂根据中
亚、东欧等地的饮茶习惯和需求，实现了
由大块品变小块品、 简单品变精致品、常
规品变工艺品的提档升级，产品拓展到乌
克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12个
囯家和地区。 线下直销与线上网销互动互
促，驱动南竹产品不断创新，3年来催生竹
器新品种150余个，加工大户129家，全市

南竹产业年产值增至26亿元。
在电商强力助阵下，该市浮标、南竹、

茶叶等传统产业得到爆发式成长，3大产
业3年来新增总产值32亿元， 年均增幅达
29%。

株洲:
年满80，补贴普惠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戴鹏）株洲市民政局
昨天对外发布，该市从明年元旦起，按照普惠制原则，
对户籍在株洲市的90岁至99周岁、80岁至89周岁的高
龄老人，按一定标准给予补贴。这是全省首个实现对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实施高龄补贴全覆盖的市州。

目前，株洲全市90岁至99周岁的高龄老人有0.841
万人；80岁至89周岁的高龄老人有8.95万人，本次高龄
老人生活补贴提标扩面以普惠制为基本原则， 以年龄
和户籍为主要审核条件， 不设经济条件和城乡地域门
槛。本次提标扩面后，株洲市户籍90岁至99周岁高龄老
人生活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80岁至89
周岁高龄老人生活补贴标准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百
岁老人长寿保健补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不低于500
元，补贴标准平均水平位于全省前列。

按照提标扩面后的补贴标准计算， 株洲市预计一
年投入补贴费用6379.2万元。

两项土家医药成果
获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技奖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刘亚群 刘让定)今日，从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传出好消息， 该州两
项土家医药研究成果， 荣获2017年度中国民族医药学
会科学技术奖。

获奖的两项成果为“土家医传统医疗的抢救性发
掘与技术规范研究及其应用”“土家医毒气病学理论体
系构建与创新”。 前者由自治州民族中医院的田华咏、
腾建卓等人共同研究完成， 获2017年度中国民族医药
学会科技一等奖；后者由彭芳胜、田华咏等人共同研究
完成，获2017年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技二等奖。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 是经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办公室批准设立的奖项， 为我国民族医药界唯
一的专设奖项，也是我国民族医药科技最高奖项。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朱华北） 11月27日， 永兴县
农机部门负责人介绍， 该县在农机总量
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为确保农机安全生
产， 实施一整套农机安全操作、 检查、
考核等措施， 连续10年来实现农机安
全“零事故”。

为强化农机安全管理， 永兴县将农
机安全纳入全县安全生产考核体系， 统
一检查， 统一考核。 并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 将责任压实到基层， 让乡、
村两级干部肩上“有担子”。 同时， 积
极开展“平安农机” 乡镇创建， 组建、
壮大农机安全互助协会。 组织农机、 交

警部门严查未上牌、 未年检或达到报废
要求还在使用的农机。 今年以来， 公告
注销拖拉机588台。

目前， 永兴县拥有拖拉机1393台、
收割机556台、 农业工程机械252台，
均实现驾驶证办理100%、 交强险参保
全覆盖。

张家界：
“山好水好”百岁老人多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
讯员 田锐）“山好， 水好， 心情好。”11月30
日，桑植县走马坪乡106岁老人谷中顺，向远
道而来的客人道出“长寿秘诀”。当日，张家界
市启动“健康张家界”暨“百岁健康”示范乡创
建活动。走马坪乡被授予“长寿之乡”称号。张
家界拥有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与生态环境，
全市有90岁以上老人3700多人，百岁老人45
人，拥有各类养老机构517所、养老床位7734
张， 初步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 以社区为依
托、以机构为辅助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宁乡：
天眼监控“透明窗口”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罗晓林 李曼斯）

宁乡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近日建
成视频监管系统，开展网上作风纪律巡查，进
一步加强队伍建设，提升行政效能。该局在机
关及基层办事窗口、食堂等处设置70余个视
频探头， 每周定期进行1次以上网上巡查，察
看政务服务规范、考勤纪律、执法车辆使用停
放等情况。目前，网上巡查工作收效良好。该
局行政审批中心连续两次获得“红旗窗口”和

“共产党员示范岗”荣誉称号，全县群众对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满意率居长沙市首位。

岳阳楼区：
《渔姑出嫁》获全国大奖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徐亚平）昨
天，岳阳市岳阳楼区教育局选送的三眼桥街道
白杨坡社区秋韵艺术团《渔姑出嫁》节目，参加
首届“美蕴秋歌”全国展演，荣膺“十佳节目”奖，
是我省参赛单位所获唯一大奖。该区教育局荣
获“优秀组织奖”。2014年，洞庭渔歌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1月26日至28日，
由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主办的首届“美蕴秋歌”
社区教育文艺成果全国展演活动，在江苏无锡
举办。

通讯员 王玖华 胡锡德

11月23日，双峰县纪委在走马街镇水
口村举行清退“雁过拔毛”资金现场会，55
岁的村民陈贵英数着县纪委清退的3500
元赃款时，欢畅之情溢于言表。

5年前，她丈夫不幸病故。 2012年，
村支部书记凌某将政府补助她家的1万
元危房改造资金， 从信用社的银行卡上
取走3500元据为己有。 在纪委的查处
下，这笔钱最终被追了回来。

当天，双峰县纪委共为走马街镇8个

村级集体组织和4位贫困户现场发放资
金28.3万元。

2016年7月，双峰县纪委不断接到水
口村部分村民来信来访，举报该村支部书
记凌某伙同村支委成员凌某虚列支出，大
肆贪污公款，克扣侵吞困难群众困难补助
等问题。 2016年9月，县纪委对群众反映
的问题进行初核。 经县纪委常委会研究，
于2016年10月9日决定对2人涉嫌严重违
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 村支书凌某和村支委成员凌
某2人分别存在违反政治纪律、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等问题，及侵吞、贪污公款、
套取、虚列项目资金、克扣、索拿群众困
难补助等违法违纪事实，2人对违法事实
供认不讳……

走马街镇党委书记王贵祥表示：“我
们要以十九大精神为导向， 对‘雁过拔
毛’专项整治来个回头看，决不容许此类
事件再发生。 ”

“下一步，我们将对全县的拔毛资金
进行分类处理，该收缴的一律收缴，该返
回的一律返回。 ”双峰县委常委、县纪委
书记戴志雄说。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张军 宋国胜）“除婚丧嫁娶以外，
村里规定其他情形一律不许办酒。 今年我
60岁生日、 进新屋都没办酒呢！ ”11月30
日，龙山县茨岩塘镇双新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方金莲，坐在自家新屋院坝，笑呵呵地
对记者说。

据方金莲介绍，从开年到现在，她还
未在寨子里吃过一回酒，节省了好多不必
要的开支。

除正常的婚丧嫁娶外， 农村的寿酒、升
学酒、满月酒、参军酒、乔迁酒等曾名目繁
多，让农村由此陷入“吃酒送礼-怕吃酒送
礼-不得不办酒收礼-再吃酒再送礼” 的恶
性循环之中，这一不良风气广被群众诟病。

今年4月， 龙山县纪委在试点的基础
上，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整治违规
人情宴请的通知》， 由各乡镇和县民政局
指导各村制定村规民约，召开村民代表会
议，成立红白理事会。 各村根据村规民约

与村民签订不操办除婚丧嫁娶以外人情
宴请承诺书，规定村民操办婚丧嫁娶人情
宴请，必须到村委会申报备案。

龙山县层层抓实， 推进农村人情宴请
专项整治。 党员和村主干操办或参与除婚
丧嫁娶以外人情宴请的， 除了按村规民约
给予处罚外， 并按管理权限给予相应的纪
律处分。县廉责办下发《党风廉政建设考核
办法》，把农村人情宴请专项整治工作纳入
县委对乡镇党委党风廉政考核内容。 各乡

镇把农村人情宴请治理工作，细化到村、到
驻村干部、到村级纪检监察员，并纳入乡镇
对村的绩效考核内容。

据龙山县纪委统计， 龙山县397个村
已全都制订村规民约，各乡镇规劝制止违
规人情宴请达300余起， 劝退违规吃酒近
24000人次， 对8名工作不得力的乡村干
部进行了处理。 据初步测算，通过狠刹“人
情歪风”，为老百姓减少人情开支近200万
元。

临湘 电商助攻传统产业升级
3年新增产值32亿元，年均增幅29%

龙山 村规民约管住人情歪风

新闻集装

永兴农机实现10年“零事故”

把“吞”进去的“吐”出来

大师沙坪
“教”绣娘

11月29日下午， 长沙
市开福区沙坪街道沙坪社
区， 几位绣娘在老师的指点
下学习湘绣技艺。 当天， 由
长沙市湘绣协会和开福区文
体新局联合主办的湘绣技艺
培训班正式开班。 授课老师
有省刺绣大师左季纯 （针
法） (右一)和省工艺美术大
师陈新明 （配线） (左二)，
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江再红(中)。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30日

第 2017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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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 1040 917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30 173 264690

3 1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30日 第2017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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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73375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7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854635
1 18298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50
86982

1553018
17665517

72
3065
56592
677173

3000
200
10
5

0506 11 13 1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