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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张业红 ） 纪委“摆摊”， 群众

“捧场”。 12月中旬， 慈利县溪口镇集市
上一个特殊的“摊点” 格外显眼， 没有
货物叫卖却人头攒动。 走近一瞧， 原来
是纪检监察人员正忙于向群众征集扶贫
领域违纪违规问题线索。

张家界是全省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为给精准扶贫开好道、 护好航， 今年来，
市纪委推行“起底一批问题线索、 巡察
一批重点部门、 检查一批村级财务、 督

办一批重点问题、 查处一批典型案件、
通报一批典型案件” 六大举措和“1+3
统筹、 限时办结、 销号管理、 信息共享、
效果评价” 五大机制(简称“六五” 工作
法)， 大力开展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
作。

如今， 张家界纪委系统各级领导每
月有接访日和下访日， 全市成立4个专项
巡察组、 35个督查组， 变被动为主动，
深入基层大接访、 大排查和交叉巡察，
实现对358个贫困村及其帮扶后盾单位

全覆盖。 同时， 还集中两个月开展“百
村财务” 大清查。 今年1至11月， 接访群
众6000多人次， 梳理发现问题线索700
余件。

“有效遏制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 确保脱贫攻坚顺利推进。”
张家界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袁美
南介绍， 按照“六五” 工作法， 对
问题线索进行挂牌督办、 高效查处、
案例通报。 今年， 该市共对扶贫领
域立案309件， 党纪政纪处分162人，

组织处理220人， 移送司法机关11人，
通报76起典型案例， 追缴资金588.11万
元， 退还群众资金79.05万元， 预计年底
将有90个贫困村实现“摘帽”， 5.2万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刘庚旺 欧阳友忠）12月13日，宁
远县桐木漯瑶族乡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160户贫困户户户张灯结彩， 喜气
洋洋。 小源村村民盘运辉一家告别大山，
搬进了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的100多平方
米的新房。 盘运辉说：“没有想到，自己只
掏了几千元钱， 却住进了宽敞舒适的新
房。 ”据统计，目前，该县已有4219户贫困
户、17493人实现易地扶贫搬迁。

宁远县在推进脱贫攻坚中， 对无房
户、危房户及“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
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确保“搬
得出、 稳得住、 能致富”。 按照“三为
主”（城区、园区、景区为主）、“三结合”（结
合新型城镇化、 美丽乡村建设、 全域旅
游）、“五靠”（靠城、靠园、靠镇、靠村、靠
路）原则， 在县城和18个乡镇设立搬迁安
置点25个。 县里统筹资金建设， 集中安
置点全部配套水电路讯及幼儿园、 卫生

室、 综合服务平台等设施， 方便搬迁户
就医、 就学、 就业、 出行。 为了帮助贫
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县里还出台相关
后期扶持政策， 如： 县里对集中安置户
每外出务工一人给予400至800元的交通
补贴， 在本地创业的每人安排产业发展
资金800至1000元。

在推进集中安置点的建设上， 该县
专门成立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易地扶贫搬迁联席会议制度， 每个

安置点都明确一名县级领导负责。 今年7
月， 由湖南建工、 中科建等企业进驻县
城， 建设4个集中安置点， 在一周内新增
征地260亩， 3天之内实现水电路讯“四
通”。 从10月1日起， 开展“百日劳动竞
赛”， 满负荷施工， 预计12月底可完成
“交钥匙” 工程。 目前， 全县已集中安置
3310户13947人、 分散安置909户3546
人， 完成3216户贫困户危房改造， 帮助
2104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郴州155个重大项目
集中开（竣）工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李秉钧 毛钦 何庆辉） 今
天， 郴州市举行重大项目集中开 （竣） 工仪式， 共有
155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或竣工。 郴州市委书记、 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易鹏飞表示， 将以此为契机， 再掀项目建
设热潮。

这次开（竣）工仪式在郴州高新区、郴州经开区以及
苏仙区、桂阳县等地12个现场同时进行。 其中，金睿高新
产业园、电子信息新材料产业园、湘南工程机械再制造中
心等76个重大建设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240亿元；郴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院、仙岭湖体育休闲公园、著鼎
LED（发光二极管）应用新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等79个重大
建设项目集中竣工，共完成投资177.5亿元。

为打造湖南新增长极， 从2015年起， 郴州实施重
点项目建设“四年行动计划”， 通过招商引资等， 促成
一大批项目落地发展。 今年6月， 该市还举行了98个重
大项目集中开 （峻） 工仪式， 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持续
发展。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朱毅）“这里的提子好大一颗，吃
起来脆嫩香甜。 ”12月16日，冬日暖阳洒在
会同县团河镇官舟村民泰葡萄园内，一串
串红提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 两名网络
主播在园内直播采摘现场，吸引40余万名
网友观看，官舟村的山果也成了“网红”。

团河镇属于鹰嘴界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适合种植红提，这里出产的“官舟红
提”果肉紧实，味美香甜。 官舟村采用“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红提产业，擦亮
“官舟红提”名片。 民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
社创始人黄始雷介绍，该合作社今年红提

大概收获5万公斤，10月份上市时已经销
售4万余公斤，剩余的1万公斤属于晚熟品
种，甜度更高。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认识会同“官舟红
提”，让老百姓的山果变成真金白银，合作
社和会同县人民政府在村里举办了“‘同
舟’共济，‘提’暖人心”电商产品推广会。
除了“网红”直播会场，京东、苏宁易购、淘
宝网等平台亦同步直播销售。 果园里，游
客现场采摘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我带着
孩子一起采摘提子， 既能吃到新鲜的提
子，又能享受一次愉快的周末游。 ”来自会
同县城的游客李彬说。

万人游湘阴 共品年猪宴
湘阴首届湖湘民俗文化旅游节开幕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和平
汪令维） 12月19日， 湘阴县洋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洞
庭渔村内喜气洋洋， 人潮涌动。 500米长的古街内， 大
小店铺门前挂满了红灯笼， 村民们展出各种特产， 巷内
摆出近100张圆桌。 当天， 湘阴县首届湖湘民俗文化旅
游节在这里开幕， 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渔村， 提前韵一
番年味。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村民搭起
土灶、 燃起大火， 5口大锅一字排开， 乡村大厨铲起铲
落， 村姑们一路小跑着将一道道丰盛的菜肴端上桌来。
12时许， 各路游客围着一张张圆桌而坐， 品味湘阴农
村流水酒席。

“辞了灶， 年来到， 妹子要花， 伢子要炮， 婆婆要
新衣， 爹爹要新帽。” 长沙聂先生对儿时的一首民谣记
忆犹新。 在节会现场， 他感慨道， 渐行渐远的年俗、 日
益式微的传统， 带走了关于“年” 的种种感受， 让年味
愈来愈淡。 湘阴搞这样的节会活动， 把人带回到了儿时
过年热闹而温馨的场景， 让大家深深感受到传统过年风
俗的魅力。

古街各店铺、 摊位上， 樟树港辣椒、 鹤龙湖螃蟹、
三塘藠头、 南湖泡菜、 洞庭湖腊肉腊鱼等湘阴特品成为
游客抢手货。 吴娭毑在渔村摆了一个茶摊， 前来品茶的
游客络绎不绝。 吴娭毑说： “我们沏茶用的是岳州窑烧
制的擂姜钵和花罐， 这样沏出来的姜盐豆子芝麻茶味道
正宗， 清香干脆， 回味无穷。”

“我们旨在传承本土民俗文化， 丰富百姓休闲生
活， 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湘阴县文物旅游局局长焦洪
桥介绍， 这届节会突出“万人游湘阴·共品年猪宴” 的
主题， 内容包括湘阴 （洋沙湖） 风光游览、 万人年猪
宴、 本土生态农产品及文创产品展示等， 时间将持续1
个月。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罗娜 张迪 ） 12月17日， 浏阳
市道吾学校周边4条道路———南泥湾
路、 予倩路、 博德路以及胡家路同时
启动建设。 “4条道路建成后将打通浏
阳城市区域内循环， 既为教育民生工
程助力， 又缓解城区路网交通压力。”
浏阳市城建集团负责人说。

记者今天来到胡家路和予倩路交
会处的施工现场看到， 10余台挖掘机、
推土机正在同步作业， 近70人正忙着
道路清表和路基清淤回填。

道吾学校是浏阳市今年8月启动建
设的重点项目， 预计办学规模为96个
班， 其中小学48个班、 初中48个班，
可接收4560名学生。 项目预计在明年

秋季开学之前交付， 届时可缓解城区
学位紧张局面。 为优化学校周边交通
环境， 完善道吾片区交通网络， 该市
城建集团投资约3亿元， 同时启动这所
学校周边的南泥湾路、 予倩路、 博德
路以及胡家路等4条道路的建设， 工期
为300天。

其中，南泥湾路(道吾山路-西北环
线)、予倩路(胡家路-南泥湾路)为城市
主干道。 南泥湾路全长1720米，路幅宽
42米，双向六车道；予倩路全长374米，
路幅宽42米，双向六车道。 胡家路(道吾
山路-博德路)、博德路(胡家路-南泥湾
路)为城市次干道。 胡家路全长1290米，
路幅宽32米，双向四车道。 博德路全长
396米，路幅宽32米，双向四车道。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欧阳倩 何海
波 ）今天， 长沙市举办的“以新思想
为引领， 开启反邪教工作新征程” 万
人签名活动， 先后在湖南广播电视大

学、 长沙市岳麓区金星大道步步高商
业广场举行。 活动期间， 现场发放了
数千册反邪教宣传资料， 数万名市民
群众和学生踊跃签名， 气氛热烈。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李曼斯 熊
毅） 昨天， 在国家级政务服务综合标
准化试点项目考核评估中， 宁乡市政
务服务中心以综合评分95.1分的高分
通过验收。

据了解， 2014年4月， 宁乡市政务
服务中心承担的政务服务综合标准化
项目被列入国家第一批98项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作为

全国“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宁乡市
政务服务中心以“互联网+智慧政务”的
全新思维，结合自身的职能，对现有的
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全面梳理，把符合工
作实际并且运行成熟的制度，全部以标
准的形式固定下来。市民之家运行至今
共接待办事群众130万人次， 受理办结
事项104万件，办结率99.2%，群众满意
率99.8%。

�“六五”工作法护航脱贫攻坚
梳理发现问题线索700余件，立案309件

在县城和18个乡镇设立搬迁安置点25个

4219户贫困户“挪穷窝”

新闻集装

会同：电商推广让红提成“网红”

宁乡市政务服务中心通过国家标准化验收

长沙市举办反邪教万人签名活动

优化学校周边交通
浏阳同时启动4条道路建设

采摘“黄金贡柚”
12月18日，洪江市岩垅乡星火村，永发特色水果专业合作社的果农在采摘柑橘“黄金贡

柚”。黄金贡柚为通过嫁接选育而成的柑橘，因皮成色金黄、个大，果农取名为“黄金贡柚”，目
前，该合作社种植面积达500余亩，今年总产将突破10万公斤，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一空。

杨锡建 吴晓金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月 19日

第 20173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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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1040 447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60 173 166080

8 1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2月19日 第2017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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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22938240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7
二等奖 112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3 5031231
50 600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715
293452
3505333
12120676

254
10867
136465
446965

3000
200
10
5

1308 20 27 3015

张家界�“六五”工作法护航脱贫攻坚
梳理发现问题线索700余件，立案309件

张家界

宁远县宁远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