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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向云峰
钟祥胜）1月5日， 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袁家团村
村民刘瑞芳，在村里劳务经纪人苏智忠陪同下，高兴
地来到县工业园湖南中集竹木业发展有限公司上班。
今年来，苏智忠已向该公司推荐18名工人。 公司综合
部经理赵开发说：“农村劳务经纪人作用大，通过他们
不愁招不到人。 ”

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解决企业招工难，自
2017年9月起，绥宁县启动农村劳务经纪人队伍建设。 该
县以85个贫困村为重点，经村支两委推荐、乡镇初审，人
社部门面试、技能培训、考核，择优录用了138名农村劳务
经纪人，实现村村有劳务经纪人；通过定任务、定对象、定
佣金的“三定”方式，为全县农村劳动力特别是贫困劳动
力提供劳务信息等服务。

绥宁县还定期对劳务经纪人进行政策法规、职业
指导、劳务统计等方面培训。 劳务经纪人每月收集和
发布农村劳动力基本信息、培训意愿、求职意愿、就业
信息及其变化趋势等，掌握劳动力资源状况，并为有
就业意向的贫困劳动力提供全方位精准服务。 自农村
劳务经纪人队伍组建以来，该县贫困劳动力信息采集
准确度由最初20%提高到97%。2017年第四季度，县里
根据经纪人提供的信息，有针对性地举办了18期就业
技能培训，共培训贫困劳动力850余名。

目前，绥宁县已构建起“政府+劳务公司（协会）+
劳务经纪人+劳动力” 四位一体工作模式，138名农村
劳务经纪人活跃在乡村，成为政府、企业的千里眼、顺
风耳，有力促进了劳务输转工作由政府推动向政府引
导、市场化运作转变。 4个月来，全县劳务经纪人共提
供县内招聘岗位43类1256个、 县外岗位2200余个，并
为625名贫困劳动力开展送岗服务，成功介绍106名贫
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1238名农村劳动力找到了就
业门路。

� � �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高云兴 任泽
旺)元旦前夕，江永县综治工作连续第3年获评“全省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先进县”，并被授予“平安县”称号。 这是该县着力
推行“一村一警一室，三员联村共建”服务群众工作机制，构
建“警力下沉、警务前移、警民携手、干群同创”社会治理新格
局结出的硕果。

“我们推行‘一村一警一室，三员联村共建’工作机制，就
是为了最大程度便民、利民、帮民、富民。 ”江永县委书记周立
夫介绍。 近年来，该县向全县226个村(社区)各指派一名县级
领导或科局党组成员、一名政法干警和一名乡镇干部联村驻
点服务，构建县、乡、村三级便民服务平台，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在每个村建设一间联村干警值勤室，驻点联
村的政法干警承担起村里社会治安信息员、 矛盾纠纷调解
员、治安防范指导员、法律政策宣传员、为民办事服务员等
“五大员”职责。 针对农村常见的宅基地、财产、婚姻、家庭等
矛盾纠纷，逐一入户、逐一排查、逐一登记、逐一化解，筑牢农
村社会治安防控根基。

江永县推出切合辖区实际的“警察管要害、联防护街面、
百姓守家门”的警民联防新举措，设置城区治安岗亭8个，组
建城区义务巡逻队4支、乡镇治安巡逻队12支，聘请乡镇治安
信息员150名，组建覆盖辖区每个角落、拥有1000多人的护
村、护企、护校、护场巡防队伍，每天穿梭在辖区的大街小巷
开展网格化巡逻。 深入打击“村痞村霸”“两抢一盗”等违法犯
罪行为。 通过“送法到家、教育帮扶”和“阳光执法”活动，及时
将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

今年以来， 全县驻村联村民警共走访群众5万余户16万余
人，采集各类基础信息3万余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1件次，预
防“民转刑”案
件39起，抓获各
类违法犯罪嫌
疑人35人次，农
村刑事发案率
创近4年新低。

花生致富“计困家庭”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谭竣 何

敏）今天，江永县知青广场热情涌动，县计生协会与义华
花生公司、40户受助计生困难家庭，在此举行“决胜小康·
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发展行动”对接签约仪式。 省人口健
康福利基金会等单位负责人参与签约仪式。

义华花生是当地以花生食品研发、生产、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本土龙头民营企业。 近年来，公司在省、市、县
计生协会的大力支持下，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
模式，在该县建起了5000多亩花生种植基地，帮助300多
户计生困难家庭依靠种植优质花生脱贫致富。 此次签约
的40户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由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提
供20万元资金支持。 根据协议约定，在市、县两级计生协
会的监管下，义华花生公司3年内除为每户受助对象发放
现金5000元外，还给予每户分红。 同时，对受助的计生困
难家庭种植花生实施免费培训，并提供种子、化肥、技术，
给予每家每年至少1000元的生产资金，种植的花生每公
斤以高于市场价1元的价格收购。 公司用工优先录用计
生困难家庭成员，实现从输血性帮扶到造血型帮扶的转
变，助力计生困难家庭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奔小康。

蜜蜂成就“甜蜜事业”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向民贵 袁绍仁

“小小蜜蜂酿蜂蜜，一年就帮助我家摘掉贫困户的帽
子。 ”1月7日，泸溪县洗溪镇灯油坪村村民向元爱说起发
展中华蜂养殖，满脸都是喜悦。 像向元爱这样的蜜蜂养殖
户， 泸溪县沅水蜂业协会的养蜂户达220户，2017年蜂蜜
总产量达11万公斤，养蜂产值800多万元，平均每户收入4
万元。

采千山之灵气， 集万花之精华。 泸溪县位于沅水中
游，境内天桥山自然保护区森林茂密，具有养殖蜜蜂的独
特优势。 2014年，泸溪县杨元忠、杨顺海、李维汉等养蜂大
户联合发起成立了泸溪县沅水蜂业协会， 开始钻研中华
蜂养殖技术，并积累了丰富的养蜂经验。

2017年3月，沅水蜂业创办了意蜂养殖示范项目基地
和中华蜂养殖技术实验研究基地，对蜜蜂品系进行改良，
提高产蜜量。 该技术当年就在蜂农中推广，从而促进沅水
流域蜂业快速发展， 也加快了贫困户和残疾户脱贫的脚
步。

当地群众把蜜蜂养殖称为“甜蜜产业”。 蜂业协会理
事长杨元忠介绍，2017年以来， 协会采取“合作社+贫困
户”的带贫模式，鼓励扶持能人大户，发展养蜂产业，新发
展蜜蜂养殖户73户，带动贫困户137户，一年中就实现贫
困户摘帽脱贫。

� � � �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毛德）近日，涟源市湄江镇干部刘
某因违规参与涉矿经营性活动，被责令
辞去公职。 而相关问题线索，正是该市
纪委运用大数据反腐时比对发现的。

去年8月以来， 涟源市纪委按照省
纪委的统一部署，在全市开展了清理国
家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
动专项整治工作。纪委工作人员通过建
立的国家公职人员基本信息数据库，与
工商质监部门的企业注册登记信息进
行比对时，发现湄江镇干部刘某在涟源
市九寨河矿业有限公司和涟源市罗家

坪采石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法人代表，并
分别占有49%和95%的股份。

“通过工商部门核对企业注册登记
信息，发现我镇的机关干部刘某在企业中
占有很大的股份，经过政策宣讲，他本人
承认违规参与涉矿经营活动，现已辞去公
职。 ”涟源市湄江镇纪委书记刘鹏说。

对于发现的可疑数据，专项整治办
公室工作人员都按照政策法规要求，开
展集体讨论、研究。 对于涉嫌违纪的问
题线索，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建议，附上
排查的佐证材料移交案件监督管理部
门。 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再根据有关规定

呈报审批后， 移交有关单位调查核实。
目前， 涟源市已对19175名国家公职人
员进行了大数据比对，发现问题线索17
条。 经认真核实，4条线索属实，3人退出
涉矿经营，1人辞去公职。

据了解，涟源市大数据反腐不仅应用
在国家公职人员层面， 还延伸到了村一
级。 该市研发的“村级微权力+互联网+监
督”平台，除了列出与村民息息相关的27
项“微权力”清单和流程图，还将低保、
特困人员、农村危房改建、廉租房租赁
补贴、计划生育奖扶等民生资金列入大
数据比对范畴。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贺毅峰

近日，安化小淹镇百福村明星环保
炭厂。 屋外寒气袭人，屋内吊窑烧得通
红，引风机呼啦啦响。

“我们厂里的人，做事也在笑。 ”说
话的是明星环保炭厂大股东陈胜军。 他
说，厂里6名股东过去都是贫困户，穷了
大半辈子，谁也没想过还能当老板。 现
在，他们在自己的厂里做事，自然很开
心。

陈胜军今年43岁， 家中兄弟4人，3
个是智障。“这些年不是没有努力过，但
怎么也摘不掉穷帽。”陈胜军说，2015年
10月，益阳市委办牵头成立的帮扶工作

队进驻百福村，队员屡屡上门，帮他们
想办法、出主意。

驻百福村工作队队长金桂林认为，
帮扶重在扶志与扶智。 工作队经常组织
贫困户参加电商、创业等培训，鼓励他
们发展产业，早日脱贫。

陈胜军跟驻村工作队接触多了，
思路也被打开。 他发现村里有十几家
木制品加工厂，剩余的木屑成了废料，
还污染环境， 他就想利用这些废料开
家环保炭厂。 金桂林很赞成他这个想
法，带着他去别的炭厂考察，为他联系
好原料供应商， 帮忙解决了生产用电
等问题。

陈胜军眼界开阔了， 信心更足了。

同时， 发展产业的外部条件也在成熟，
村里8.5公里通村公路硬化了，4台输电
变压器安装到位了，通信信号、宽带实
现全覆盖……于是， 陈胜军邀了另外5
位贫困村民，在驻村工作队帮助下贷了
款， 投入200多万元， 建成了厂房面积
1600平方米的明星环保炭厂。

贷了这么多钱，会有压力吗?“销售
基本不愁，2016年营业额有100多万
元。今年全年生产，我想收入能达到200
万元。 ”陈胜军伸出两根手指比划了一
下，“现在他们都喊我‘烧炭王’呢!”

金桂林也松了一口气：百福村原有
贫困户164户，除了“兜底”的8户，其他
贫困户都能在今年底脱贫。

自治州打造“书香检察”
以文化引导坚定法律信仰与职业自信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罗并乡 吴亚
洁）凤凰县人民检察院、保靖县人民检察院近日荣获“全
省检察文化先进单位”称号。 1月8日，凤凰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王岸告诉记者：“‘天下良谋读与耕’， 组织检
察干警多读书，有利于提高自身修养，坚守品格，廉洁
从检。 ”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打造“书香检察”， 自治州
两级检察院均建成集图书阅览室、 党建活动室等功能
于一体的检察文化活动中心， 使检察机关的书香品味
更加浓郁， 队伍焕发出精气神， 检察业绩更为突出。
2017年，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被评为湖南省“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集体”，并荣获“省级文明单位”称号。

走进凤凰县人民检察院， 立即被“检察文化长廊”
吸引。 以体现地方特点与民族特色的传统字画、蜡染、
朱砂画、芭茅草画为载体，以“忠诚、公正、清廉、文明”
为主题，制作了30余块名言警句牌、艺术画品，悬挂在
走廊、楼道墙及会议室等醒目位置。 凤凰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王岸说：“我们希望构建每一面墙‘都会说话’、
视线所及都受教育的教化功能， 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检
察人员的法治理念、文化素养，以文化聚人心、强素质、
促工作。 ”近年来，该院赢得了“全国先进检察院”“全国
检察机关一等功”等荣誉称号。 保靖县人民检察院成立
兴趣小组，将写作、剪纸、毛笔等融入到检察文化建设
之中，打造检察干警“精神家园”。 系列的文化引导，坚
定了自治州检察干警的法律信仰与职业自信。

政法微信矩阵上线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刘奕芸 )今天，益阳政法“守
望银城”微信矩阵上线运行，益阳市
委政法委及6个市直政法单位、8个县
（市、区)委政法委、42个基层政法单
位的微信公众号集中入驻，成为全省
政法系统首个微信矩阵。“守望银城”
微信公众号是益阳市委政法委打造
的集政法宣传、综治创新、便民服务、
互融共享等功能于一体的政法宣传
新阵地。 此次微信矩阵上线，是益阳
市委政法委积极探索网上政法建设
的新举措之一。

新闻集装
益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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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兴

农村4G网络全覆盖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通讯员 朱

孝荣 记者 李秉钧） 1月8日， 郴州铁
塔驻资兴市办事处负责人介绍， 2017
年底， 该公司承建的资兴市农村4G
网络信号覆盖惠民工程全面完工， 资
兴市183个行政村和30个社区实现4G
信号全覆盖。 2016年9月， 该市启动
农村4G网络信号全覆盖惠民工程。
经一年多努力， 该市累计投入资金
1340余万元， 新建4G网络信号站点
98个， 实现4G信号农村全覆盖。

怀 化

捣毁制贩假证假章窝点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刘亚平）1月8日， 怀化铁路
公安处捣毁一个制贩假证假章并运
用微信、QQ群进行交易的窝点，抓
获犯罪嫌疑人2名，缴获各类假证假
章成品1.1万余件(枚)。 近日，群众举
报称，在怀化火车站、怀化南站，有
人使用假铁路工作证进站上车。 怀
铁公安处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开展侦
查。 1月8日上午，民警在怀化市鹤城
区迎丰路某广场， 将正在进行假证
假章交易的2名嫌疑人抓获。

信息大数据 反腐显成效
涟源市有3人退出涉矿经营，1人辞去公职

昔日贫困户 今朝“烧炭王”

临 澧

两名财政干部被“双开”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林纪 ）近日，临澧县纪委通
报两名财政干部贪污公款案件。 据
了解，两名当事人因共同贪污62.2万
元，已被“双开”并移送司法。 经查，
2015年9月初，时任该县修梅镇财政
所所长侯洪喜、 总预算会计田慧受
单位委托向朱某收取土地补偿费，
将62.2万元款项转至他们的个人银
行账户。 2015年10月，侯、田合谋将
该笔公款予以私分， 其中侯分得30
万元，田分得32.2万元。

� � � � 1月9日，道县奔腾创新创业园，厂房全部租赁一空。 近年，道县在工业集中区新规划1平方公里，布局创新创业基地，推动产
业孵化发展。 目前，已初步建成7个创新创业园，新建标准厂房30万余平方米，入驻企业20多家。 何红福 罗志军 摄影报道

创新创业勃发生机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月 9日

第 2018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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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 1040 7040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733 173 299809

8 3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月9日 第2018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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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58237373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3
二等奖 5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082556
2 31984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16
66438

1258260
14195004

40
2424
48181
525818

3000
200
10
5

1118 26 30 3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