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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戴
勤 通讯员 杨坚 李中）日前，在新宁
县万塘乡横桥村召开的全体党员会
议上， 照例将计生工作列为重要议
题， 并布置了流动信息采集等任务。
时时绷紧计生工作这根“弦”不放松，
使横桥村这个曾经的计生工作薄弱
村变成了先进村。

据了解，今年，新宁县面对计生工
作新形势创新举措， 以基层计生阵地
建设为主攻方向，工作力度仍然不减。
该县将计生工作和精准扶贫紧密结

合、整体推进，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
在帮扶精准扶贫的同时， 负责挂点指
导计生工作， 实现全县305个村（社
区）全覆盖。同时，在全县16个乡镇都
建起了计生宣传一条街、 在305个村
（社区）都建起了计生宣传栏，并全面
升级了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监测室、计
划生育协会会员活动室、 人口学校等
计生阵地， 并邀请专家现场授课，对
县、乡镇（街道）、村（社区）计生分管领
导、计生专干等进行封闭式培训。

新宁县还加大力度，创新计生宣

传模式、奖惩机制、考核方式等，以激
发计生活力。从今年开始，将每年5月
25日定为全县“计划生育日”，广泛宣
传优生、优育、优教等。在今年“计划
生育日”， 全县组织大型计生文艺演
出12场，发放宣传资料10万余份。

创新驱动马力十足， 新宁县计生
工作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目前，
该县已为8000余户计生家庭、
282户计生特殊家庭分别购买
了意外伤害保险、 综合保险；在
全县180个村实施计生基层群

众自治，其中60%以上的村达到省级计
生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标准， 并创建
了2个国家级计生群众自治示范乡镇、
6个国家级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
妇幼健康工作开创新局面， 高桥镇中
心卫生院医生李丽琼今年11月还获得
“全国最美基层儿童保健医生”称号。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黄
巍 通讯员 李光）清洗、分拣、打包、
装运……12月5日，麻阳果果绿公司
生产车间内一派忙碌。“已通过网上
预售冰糖橙150多万公斤，近期每天
发单量在1万单左右。”公司负责人付
文华介绍，依托网络销售，冰糖橙还
没有下树订单就飞来了。

麻阳苗族自治县是“水果之乡”，
盛产冰糖橙、黄桃、红心猕猴桃等。为

推动水果销售，增加果农收入，该县
在提高产品品质的同时，积极发展农
村电子商务，让水果等农产品销售搭
上“电商快车”。县里出台了电子商务
发展规划，构建有利于电商发展的人
才环境、 支撑服务体系及配套政策，
加快业态创新、产业链整合。该县已
成功入列全省电信普遍服务第一批
试点城市， 中国电信将在麻阳投资1
亿元，用于“互联网+电商平台”基础

网络设施建设。 同时， 该县重视县、
乡、村3级物流配送设施建设，目前全
县拥有快递物流分公司、 网点23家，
设置服务站点47个，遍布所有乡镇。

麻阳还积极引领电商健康发展，
组建了麻阳电商协会，建立县级电商
服务中心，并招商引资4亿元，建立了
麻阳大农业电商物流产业园， 构建
“中心(县级电商服务中心)+协会(县
电商协会)+园区 (县电商产业园)”的

电商产业发展体系。目前，全县电子
商务企业达32家，基于淘宝、天猫、京
东等网络电子商务平台的网商达
100余家， 微商从业人员有4000余
人。同时，县里鼓励农业重点企业、专
业合作组织、供销社等开展电子商务
应用，推行“网店+公司+农户”模式，
推动农产品销售。今年，全县电商企
业物流单预计可达到800万单，农产
品网上交易额将超过1.7亿元。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奕佳 陈琦 ）今
天， 随着岳阳县荣家湾镇华群村新
增的配电变压器正式投运， 国网岳
阳供电公司2017年“为民办实事”
工程全面竣工， 岳阳市农网改造工
程完工数量再添90个村。“以前村
里线路差、电压低，煮个饭都要避开
用电高峰，空调成了摆设。今年供电
公司对配电网进行升级改造后，用
电终于正常了。”村民吴柒零高兴地
说。

华群村农网改造工程系2017
年岳阳市“为民办实事”工程项目之
一。由于村组人口分散，变压器布点
距离较远、供电半径长，低电压问题
一直困扰着该村村民。今年，国网岳
阳供电公司统筹实施“为民办实事”

工程项目， 赶在春节来临前完成了
改造任务。

今年来， 国网岳阳供电公司
积极制定“阳光扶贫”行动计划，
全面实施电网升级改造行动。向
上争取农网建设投资4778万元 ，
将岳阳县等7个县（市、区 )90个行
政村纳入“为民办实事” 行政村
配网改造工程， 通过增补配变布
点， 改造村级配电网络， 缩短了
供电半径， 减少迂回供电， 提高
改造村的户均容量。 通过统筹实
施改造， 新建10千伏线路71.979
公里，新建、改造低压线路341.349
公里，新增、改造配电变压器214
台， 新增供电容量36185千伏安。
截至 11月底 ， 各项工程陆续竣
工。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姚
学文 通讯员 安志平 ）今天，长沙市
雨花区召开建设“人民满意农贸市
场”工作动员大会，宣布启动3年行动
计划，对全区农贸市场进行全面提质
改造。 设立5000万元农贸市场建设
专项资金， 每年建设10家现代化、标
准化农贸市场，每个镇、街道新建或
提质改造1至2家示范性农贸市场。

雨花区现有农贸市场40多家，存

在布局不合理、设施陈旧简陋、经营环
境恶劣等问题。前不久，雨花区政府组
织有关部门到外地调研， 并参观了雨
花区刚刚建成的万科鲜开心农贸市
场。作为这次提质改造的样板工程，万
科鲜开心农贸市场让人逛得开心、吃
得放心，也让大家明确了改造的目标。

今天的动员会上，雨花区宣布安
排5000万元专项资金，用3年时间完
成全区农贸市场全面升级。2018年至

2020年， 每年新建或改造10家左右
农贸市场。 雨花区财政每年安排100
万元，对管理优良的农贸市场进行奖
励，同时建设示范社区菜店。

根据新出台的建设计划清单，雨花
区明年将新建中城苑、川河苑、桃花苑、
莲湖等4个农贸市场， 提质改造五一生
鲜市场、赤新农贸市场、桂花农贸市场、
活力生鲜市场、桃花农贸市场、曲塘路
农贸市场、鑫东升农贸市场等7个市场。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12月14日，
祁阳县茅竹镇三家村农田一派葱
茏， 不少人在这里体验采摘蔬菜的
乐趣。 秋冬农业生产， 不仅绿了农
田，还带动了乡村旅游。

今年入秋以来 ，祁阳县结合
“7·2洪灾”农业救灾补损，大力发
展以油菜、蔬菜、绿肥为重点的秋冬
种生产。 全县创办秋冬农业生产县
级示范点42个，22个乡镇（街道）各
创办一个500亩以上的镇级油菜示

范点， 连片稻田面积300亩以上的
村各创办一个百亩油菜示范点。同
时，全面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免
费发放优质油菜良种40万包、绿肥
种子15吨、硼肥15万包、油菜专用
复合肥300吨。 县财政列支300万
元，用于各级办点示范奖补，并对开
展绿色防控、深松深耕、育苗栽插、
机耕机播机收等专业化服务给予补
助。 目前， 该县落实秋冬种面积
79.81万亩， 较2016年增加4.34万
亩。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李曼
斯）13日， 宁乡市林业局向媒体透
露， 随着新三年造绿大行动的持续
推进，今年以来，宁乡市启动实施项
目 52个， 已完成绿化建设面积
2323.68公顷， 投入资金13.2亿元，
完成全年建设任务。

小桥流水、亭台楼榭，蜿蜒的麻
石小路旁绿草茵茵。 在近400亩的
宁乡企业文化公园里，建起了格力、
楚天等企业各具特色的标志性建
筑，还有详细介绍宁乡“十大功勋企
业家”的文化长廊。

据了解，宁乡坚持“文化强市”

发展战略，突出文化引领绿化，将宁
乡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域文
化，结合树种、花卉本身的意蕴，融
入绿化建设中。 万亩城市原生态中
心公园，建设“姓氏文化公园”“英才
文化公园”和“公仆文化公园”，致力
体现“家园文化”；市民廉洁文化公
园融入海绵城市理念， 集廉洁教育
与自然体验于一体； 炭河里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突出“西周文化”，彰显
“南中国青铜文化之乡”的历史积淀
……这些城乡公园的建设， 无一不
突出文化引领， 使全市造绿复绿内
涵得以深度丰富。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张
颐佳 通讯员 肖雅庭） 入冬以来，全
国各地天然气供应紧张，我省已发布
天然气迎峰度冬黄色预警（Ⅲ级）。为
确保管网运行安全，保障长沙市居民

的基本生活用气，长沙新奥燃气有限
公司决定从今天起启动天然气三级
应急预案。

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一方面
将对具备双能源的工商业用户采

取停供措施 ， 要求其启动备用能
源； 另一方面， 对本年度天然气购
气量已满1500立方米的居民用户
进行限购：每户限购天然气15立方
米/天。

新宁创新驱动激发计生活力
逾60%村达到省级示范村标准

麻阳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
今年网上交易额预计将超过1.7亿元

岳阳农网改造
完工数再添90个村
岳阳供电2017年“为民办实事”工程告竣

雨花区设立5000万元专项资金
每年新建或改造10家左右标准化农贸市场

宁乡完成2017年造绿任务
增绿2323公顷，投资13.2亿元

长沙启动天然气三级应急预案
每户限购天然气15立方米/天

祁阳79万亩农田绿色过冬
12月14日， 张家界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市文广新局、市
新华书店共建的书香里公益书
店，孩子们在认真阅读课外书。
当天，该书店正式对外营业，为
张家界市首家公益书店。3000
余册书籍供市民免费阅读，不
仅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也增添了城市的文化氛围。

向韬 李旦 摄影报道

张家界首家
公益书店开放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月 14日

第 2017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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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6 1040 2668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45 173 353785

1 2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2月14日 第2017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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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8563622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3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9 25509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80
61204

1261151
6554657

33
2137
45808
244433

3000
200
10
5

1407 21 25 3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