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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贺毅峰)12月25日， 益阳市资阳
区国税局驻村帮扶干部臧智凡在手机上
记录了自己最新的“帮扶动态”：帮扶对
象钟国民危房改造完毕， 依照标准得到
了相应补助。此前，臧智凡将他去钟国民
家看到的房子情况，通过“益村”APP上
的“精准扶贫”子系统，记录在自己的“工
作日志”上，相关单位看到并核实后，将
钟国民列入了危房改造户名单。

“益村”移动APP线上应用平台是运

用移动互联网技术， 由益阳市政府和58
集团合作开发的一个农村综合性服务项
目，2016年8月22日启动运行。 同年12月
18日，“益村”平台增加了“精准扶贫”子
系统，经多次改版升级，该子系统已有5
个栏目，包括“贫困村”“扶贫政策”“贫困
户公示”“帮扶动态”“工作日志” 等。 目
前，“益村”移动APP全市下载量已达157
万户。

“益阳扶贫工作搭上了‘互联网+’的
快车。 ”益阳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

何俊峰说， 市里要求驻村帮扶工作队对
村里上传到“精准扶贫”子系统数据库的
贫困户信息把关，做到扶真贫，并要求驻
村干部和结对帮扶干部填写“帮扶动态”
和“工作日志”。 这样，市委、市政府能准
确掌握贫困户信息， 了解驻村干部和结
对帮扶干部到岗情况和工作进展。同时，
可以把贫困村产业需求信息以及自愿公
布的贫困户信息等发布出来， 引起社会
各界关注支持。 今年4月，湖南坡茶厂负
责人龙文初看到安化县马路镇六步溪村

驻村扶贫干部发布的一条工作日志，发
现这个村有100余亩荒山茶，他觉得资源
很好，决定和该村签订收购合同，并打算
到村里建茶厂。茶厂建成后，将带动周围
数百贫困户脱贫。

今年来，益阳通过“益村”移动APP
“精准扶贫”子系统，已帮助贫困村引进
产业项目187个，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近2000万元，为贫困户解决医疗费、子女
助学金、就业、困难补助等各类问题1000
多个。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周正再）“沿着106国道粮食主产
带，打好农业社会化服务战；依托醴茶铁
路两边仓储设施， 打通全域物流配送助
农致富路……”近日，攸县县委书记谭润
洪就该县供销综合改革进行调研时，要
求县供销合作社融入乡村振兴， 助推产
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攸县是我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示
范县， 今年在探索农村土地托管服务和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等领域实现重点突
破，建立起土地托管、县域电商、农村综

合三大服务平台， 创造了全国深化供销
综合改革“攸县模式”。

为解决农民外出务工与农业生产两
头难顾问题，近年来，该县投资1000多万
元，划拨4处优势资产，成立了县土地托管
服务中心及攸县供销惠农商贸有限公司，
建立起“县级有服务平台、乡镇有服务中
心、村级有服务社”的为农综合服务体系，
为农民提供耕、种、管、收、加、贮、销等全程
农业社会化服务。 2016年，县供销社组建
株洲供销云商贸易有限公司，建成攸州供
销电商平台、服务网点169个，新建统筹农

村电商服务站、农产品电商基地一体发展
的供销惠民综合服务社36个，领办农民专
业合作社80个，并成立了全省首家县级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攸县供销惠农公司负责人介绍，目
前，该县采取“托管服务+公司+农资经
营”“托管服务+合作社+为农服务”
等形式，提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
全县土地托管服务面积已达2万余
亩， 并大力拓展配方施肥、 农机作
业、统防统治、收储加工及农村电商
等农业社会化服务。 攸县酒埠江供

销惠民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易云说，
县里还将攸县米粉、香干、麻鸭3个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及茶油、晒肉2个本土特
色产品统一包装成“攸州五件宝”，创立
“e品攸州”农产品电商品牌，推动了农特
产品销售，增加了农民收入。

让群众、企业办事
像“网购”一样方便
湘潭率先发布行政许可标准体系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唐红霞）“我
们的目标，就是要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让
群众、企业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在昨天上午湘潭市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 湘潭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刘铁坚介绍，该
市在全省率先发布了行政许可标准体系及相关标准，并将于
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

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是约束自由裁量权、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提高审批效率的重要措施，是助推“互联网+政务
服务”建设、实现企业和办事群众“最多跑一次”的重要抓手，
是构建均等化、阳光化、集成化四级政务服务体系的核心要
素。

今年1月，湘潭市启动了以事项和流程标准建设为主要
内容的行政许可标准化建设。湘潭市编办、市质监局、市政务
服务中心及全市32家承担行政许可职能的市直部门， 通过
运用标准化原理、方法和技术，结合湘潭目前正在推进的“三
集中、三到位”改革、投资建设项目并联审批改革等重大改革
事项，历时一年，完成了《湘潭市行政许可标准体系表》、407
项行政许可服务提供标准、20项行政许可服务规范标准的
制定与审核。

益阳在基层一线锤炼干部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通讯员 龙旺宇 陈伟 记者 杨

军)“虾苗过冬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一是调水，连续出太阳
的话就把水调低一点；二是如果遇到严寒天气，可在水上覆
盖一些草。 ”12月25日，在南县三仙湖镇咸嘉垸村，县畜牧水
产局水产股股长、科技特派员秦勇指导村民怎样使小龙虾苗
安全过冬。 被村民们称为“虾司令”的秦勇，已帮助当地很多
人养小龙虾脱贫致富。

秦勇是益阳市选派到农村基层一线锻炼的干部之一。益
阳市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
近3年来， 仅从市直机关就选派了200多名干部到乡村挂职
锻炼。

据了解，益阳市先后结合新农村建设、基层党建、脱贫攻
坚等工作，在全市范围内相继选派数百名机关干部到农村实
践锻炼。 他们选派熟悉党务工作的机关干部，到软弱涣散的
基层党组织帮助开展党组织建设；选派懂经济工作的机关干
部，到经济落后的村帮助群众发家致富；选派熟悉法律法规
的机关干部，到信访矛盾突出的村帮助维护稳定；选派熟悉
农业农村工作的机关干部，到农村指导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发
展。农村基层、重点项目、经济园区、脱贫攻坚、信访维稳等一
线岗位，成为了锤炼干部的“大熔炉”、检验干部的“大考场”、
选拔干部的“赛马场”。

株洲高新区
3家汽车产业类项目
开工揭牌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徐洋）今
天，3家汽车产业类项目在株洲高新区同时开工和揭牌，为株
洲高新区汽车产业发展再添新动力。

目前株洲高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以
北汽株洲基地、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两家整车企业为依托，已
有160多家配套企业集聚发展，汽车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
株洲高新区的目标是打造成全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
和核心零部件生产基地。到202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000亿
元。

为促进汽车产业发展，株洲建设了一个已经初具规模的
汽博园,集汽车交易、汽车配件、汽车改装、汽车检测、汽车文
化、运动休闲于一体，力争打造中部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汽车
现代服务业新城。目前，株洲汽博园内卡丁车赛场、汽车服务
中心已经建成，新能源机动车检测中心已经开工，F2赛车场
也即将开建。

据悉，今天集中开工的项目为孚能科技（株洲）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项目、株洲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项目、株洲
汽车交易中心A馆。 其中，孚能科技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三
元锂动力电池及相关产品，产品技术优势明显，其在株洲的
项目投资达10亿元。 今天揭牌的株洲汽车交易中心，占地面
积94亩，总投资3.4亿元，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由三馆组
成。

�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谢璐）
昨天，长沙市望城区20个社区的“智慧
社区”APP集体上线， 为社区居民带来
全新的社区服务体验。

“高塘岭西街37号门面前堆放大量杂
物，阻挡了人行通道，请及时派人处理。 ”
上午10时，“西塘街社区”APP后台的即时
咨询窗口闪烁，居民唐跃华发来一条举报
信息。负责后台值班的城市管理专干陈文
受理后，立即联系社区环卫服务队赶赴现
场处理。11时左右，门面前的废弃三轮车、
塑料棚等杂物被运走。

为创建更加高效便民的服务方式，
望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于今年6月启动社
区APP建设项目。 通过“互联网+政务服
务”， 将原区一级电子政务APP功能向
下延伸至街道、社区，并根据社区特性
增设更多基层服务功能， 形成覆盖区、
街镇、社区三级，集信息公开、办事服
务、社区生活于一体的移动端平台。

打开任意一个社区APP，在顶部可
以看到社区党建、职能职责、工作动态
等政务公开模块。 中间的办事服务栏
里，有区、街道、社区三个链接，可进入

不同级别的网上办事大厅。 下方的社区
生活栏里，则包括家庭医生、博爱超市、
社区书屋等便民服务模块，记者试着点
击博爱超市，发现可进入网上“雷锋超
市”，用做志愿服务所得积分换取米、油
等爱心商品。

为更方便居民，每个APP都设置了
即时咨询窗口， 每天早上7时至晚上10
时， 社区工作人员在线为居民答疑解
惑，其余时间居民也可通过输入关键词
的方式向智能机器人咨询，真正实现了
社区服务24小时“不打烊”。

怀化举行系列活动
迎接退伍军人返乡
40家单位提供180个招聘岗位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马亚垒） 为积极引导返乡退伍军
人创业就业，12月25日，怀化市政府、怀化
军分区在溆浦县举办了怀化市迎接退伍
军人返乡系列活动，包括欢迎仪式、签约
仪式、专场招聘会。 120名怀化籍的退伍军
人参加。

当天，40家用人单位参加了专场招聘
会，提供了180个招聘岗位。溆浦县东立农
特物联网有限公司系参加招聘会的用人
单位之一。 公司负责人张东是一名退伍军
人，他优先聘用退伍军人，公司目前已安
置退伍军人65人。

怀化已连续7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
城”，有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 今年来，怀
化先后组织1687名退伍军人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完成转业士官安置256人，为退伍
军人解决安置期间生活费87万余元。 怀化
正努力探索构建“扶优奔康”“双带双促”

“脱贫攻坚民兵号”“退伍军人返乡创业”
等活动的长效机制。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彭司进）12月24日晚， 记者乘坐
保靖县的士司机彭延贵的车， 问起县城
的治安状况， 他告诉记者：“我们夜里开
出租车，家里人都十分放心。 ”最近的警
调测评显示：保靖110接处警评价综合排
位居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

保靖县副县长、县公安局长石绍峰
介绍，目前，该县公安局以高效整合警
力、资源、技术为原则，在全州率先组建

实战型指挥情报中心，以指挥情报中心
为龙头，以派出所、刑侦、治安、禁毒、经
侦、 交管等一线执法执勤单位为支撑，
实行情报主导警务，对社会治安管控实
现了扁平化、可视化、信息化。

可视化、信息化众所周知，什么是
扁平化？ 扁平化是以现代科技为支撑，
县公安局指挥情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
接到群众电话报警后，直接下达指令给
一线执勤巡逻警力，直接调度就近警力

增援，实现对各类警情的快速反应和有
效处置。

在该县公安局指挥情报中心指挥
大厅，约10余位民警运用高清视频监控
系统在巡视着全县城乡公共区域和重
要部位。 该中心负责人李健告诉记者，
“三化”管控不仅节省了警力，而且实现
了对各类现行违法犯罪的快速打击，把
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消灭在了萌芽状
态，城区盗抢侵财类刑事立案指标与去
年同期相比，降幅在20%以上。

到今年底， 全县还将增加500路高
清视频监控点， 覆盖城区公共区域的
“天罗地网”将进一步织密。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阳琼）“人格教育为主场， 少年君
子勇担当；经典教材进课堂，国学通识共
成长……”12月20日， 湖南省第一期乡村
教育与传统文化融合研讨会在隆回县山
界回族乡召开，该乡教师马哲飞创作的这
首《一路国学，一路飞》的诗歌，赢得在场
4000余观众的满场喝彩。

山界回族乡是我省仅有的2个回族

乡之一，也是省定少数民族贫困乡。 全
乡现有2所九年义务制学校，4所村小，2
所幼儿园， 中小学生2317人， 幼儿546
人。

2016年起，山界乡全面开展国学进
校园， 长沙市园丁公益国学讲习所、中
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进行全程指导和
资助，捐赠国学教材、搭建师生阅读室。
各学校和幼儿园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

教育教学规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
方面融入思想道德教育、 文化知识教
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的各
环节。

山界乡实施“走出去，请进来”的校
际交流策略，两年来选派30余名骨干教
师赴长沙等地考察学习，参加传统文化
教育培训280余人次。 同时在全乡坚持
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相结合，通过开展
师生诵读经典及学习心得评比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校园文化艺术节”等实践
活动，丰富了教育内涵。 教育教学质量
名列全县前茅。

宁乡强制征缴
社保欠费674万元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李曼斯 一戈）
“拖欠社会保险太不应该， 以后再也不犯
了。 ”今天，宁乡市某基建公司负责人在缴
纳了20多万元社会保险欠费后，诚恳地道
歉。 今年以来，宁乡市人社局先后对45家
社保欠费单位依法采取强制征缴措施，已
征缴到位674万元。

今年以来，宁乡市人社局通过运用法律
之剑，维护职工权益，共先后对45家社保欠
费单位依法采取强制征缴措施， 对5家久拖
不缴的“老赖”单位果断移送法院强制执行。
一系列举措提高了广大用人单位参保缴费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到11月底，全市共征缴
社保基金21.05亿元， 提前完成了上级下达
的征缴任务，确保了全县参保群众及时足额
享受到了各类社保待遇。

“益村”APP扶贫，精准
益阳运用移动互联网帮贫困村引进产业项目187个

建立土地托管、县域电商、农村综合三大服务平台

攸县供销社富农，给力

社区服务24小时“不打烊”
望城区20个智慧社区APP上线

保靖“三化”管控社会治安
城区盗抢侵财类刑事立案大幅下降

“国学”花开回族乡
隆回县山界回族乡传统文化进校园

新闻集装

欢歌
展风采
12月25日， 嘉

禾县塘村镇高峰村
古戏台， 村民在表
演节目。 当天， 该
村农民文化艺术展
演周拉开序幕， 村
民通过武术、 戏
曲、 花灯等文艺表
演， 展现新时代农
民的风采和幸福生
活。

黄春涛 摄

37家名企牵手
岳阳职业院校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徐亚平 沈菁
胡义兵）今天，500多名来自企业、园区和
各条战线的人士， 齐聚湖南民族职业学
院，举行岳阳市第三届校企合作创新发展
大会。 有19所职业院校与海尔集团、中联
重科等37家知名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120多家企业与职业院校达成合作意向。

据悉，目前岳阳中职在校生4.8万人，高
职在校生3.4万人， 年职业培训近8万人次，
毕业生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7%以上，多次被
评为全国、全省职业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月 26日

第 20173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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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1040 4388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69 173 184937

0 4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2月26日 第2017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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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27022324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2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027612
4 15717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848
85998

1538040
12152337

84
3275
56165
477343

3000
200
10
5

0510 25 26 2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