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通讯员 赵永
贵 记者 龚柏威）今天，记者从益阳市相
关部门获悉，58农服旗下的“益村”精准
扶贫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荣获“因爱同行”
2017网络公益年度创新奖。

据悉，该活动由中央网信办指导、中
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主办， 相关网络公

益机构、社会组织、互联网企业和获奖单
位代表300余人在北京参加了现场活动。

58农服自2016年成立以来， 利用互
联网的传播、技术和平台优势，积极参与
公益事业，通过“益村”这一张网将服务下
沉到每一位村民， 同时通过这张网汇聚
来自农村的各类村情村貌、 精准动态等

数据信息， 发挥农村大数据平台的积极
作用。到目前为止，“益村”精准扶贫综合
信息服务平台已有15552名扶贫干部、
694家帮扶单位入驻， 为44866名贫困户
建立电子档案，深入开展结对帮扶，累积
发布1741条扶贫公示动态，帮助3万多农
户卖出农特产品，实现10万人就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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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曾翠林
覃朗宇）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出新
招， 从2018年开始每年公费培养300名农技特岗生。1月8
日，记者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证实了这一消息。

自治州实施农技特岗生计划， 其目的是培养一支有
理论素养、实践技能、创新能力、服务意识的青年农业技术
人员队伍，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精准扶
贫， 更好地为加快建设美丽开放幸福新湘西注入新鲜血
液,增添内生动力。

据该院院长彭延敏介绍，1月4日，自治州州委书记叶
红专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议， 原则同意从2018年开始每
年公费培养300名农技特岗生，湘西职院负责做好定向招
录和培养工作，8县市提前安排好事业编制，州人社局、州
编办要督促县市做好用编计划， 涉农部门搞好用编计划
衔接和定向就业指导。

据了解，自治州乡镇“七站八所”技术人员相对缺
乏，本科院校毕业生到乡镇基层站所工作往往“不愿去、
去了也难留住”， 高职院校优秀毕业生能有效填补这一
空缺。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初步确定拟招收高中毕业
参加高考的学生作为公费培养农技特岗生， 组织定向
招生、定向培养，确保乡镇“七站八所”人员沉得下、留
得住、用得上。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康
芳平）今天，记者从衡东县有关部门获悉，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发布公告，该县3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至此，衡东县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增至9家。

据介绍，新认定的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分别为湖南
金裕化工有限公司、衡阳市南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衡阳
市忆乐新材料有限公司。其中，湖南金裕化工有限公司“硅
烷表面处理剂及其制备方法专利转化应用项目” 获衡阳
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运用“功能性膜系列新工艺新技
术”生产出来的“金属表面处理剂”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
航天、海洋船舶、电力机车等领域。

近年来，衡东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科技创
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全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2017年，该县专利申请总量为428件。其
中发明专利190件，实用新型专利143件，外观设计专利95
件；湖南机油泵公司研发的“8AT变速箱油泵项目”获衡
阳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填补了国内空白。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刘亚平 余
少生）1月10日， 怀化铁路公安处锦和火车站派出所同田
湾警务区民警燕飞波，在管内线路上巡查时，发现一只冻
僵在铁路轨道上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果子狸， 进行救助
后，使其生还。

同田湾警务区（麻阳锦和镇境内）地处山区,各种野生
保护动物很多,并时常出现跑进铁路的情况。每遇到这种
情况，警务区民警都会进行驱赶，一来为了行车安全，防止
列车撞击异物出现隐患，二来也是为了保护这些动物。

当天上午，燕飞波在巡查时，发现一只小动物类似保
护动物果子狸，大约3公斤重，躺在铁路轨道上一动不动。
估计是冻僵了，燕飞波赶紧将棉衣摊开，把它放进怀里，用
自己的体温为其保暖，并拨打当地林业部门的电话，请求
提供救助。他一路奔跑赶回车站，经赶来的林业部门工作
人员仔细观察， 确定这是一只母性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果子狸，而且怀有身孕。据分析，这只母果子狸之所以被冻
僵，是因天气寒冷，一时找不到食物，饿得无力活动。幸亏
燕飞波及时发现，进行救助才使其活下来。

据介绍，果子狸又称花面狸、白鼻猫、白额灵猫。林业
部门工作人员对这只果子狸全面检查， 其各项身体指数
正常。1月11日，工作人员将它放归大自然。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左金阳 沈汇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1月10
日傍晚， 记者走进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
新城村，柔美的夕阳，绚烂的晚霞，横卧在
不远处的群山映入眼帘， 水泥路宽阔笔
直,果树经济林郁郁葱葱，倚山而建的一
栋栋红瓦白墙楼房点缀其中， 呈现出一
派秀美、恬静的田园景象，美不胜收。

“这届村干部真的不错，工作作风非
常务实， 特别是村支部书记伍铁强干事
有魄力、有冲劲，不长的时间內，修路修
桥、装路灯、环境整治……为我们办了许
多实事。”在新城村，记者听到了村民对新
一届村支两委班子作风务实、 全心为民
的评价。 踏实肯干的新班子让新城村基
础设施提质升级，农村环境大为改观，村
民更有获得感，全村更有凝聚力，呈现出
社会主义新农村风貌。

新城村由原古新村、力塘村、西湖村
3村合并而成，因合村不合心、原村干部

消极懈怠等问题， 成为了雨湖区的软弱
涣散村。经过去年的换届选举，村支两委
班子实现“大换血”。 7名成员一上任就
分片包户走访了全村934户村民，两个月
内，摸清了全村地貌、农耕、山塘水坝、村
道组道等情况，收集民生问题13个。

“胜利渠上的桥体开裂，每次经过的
时候我们都胆战心惊，生怕哪天桥塌了。”
这是当时村干部走访中村民反映集中的
问题之一。为保障村民安全通行，村里立
即筹措资金， 历时两个月重新修建起一
座新桥， 雷厉风行的作风获得了村民们
的一致点赞。

“以前门口这一截路到晚上就漆黑
一片，现在路灯装到了家门口，晚上出行
既方便也安全了。”该村立塘组村民张伟
民说。按照村民的期盼，针对急需解决的
民生问题， 村支两委通过积极争取上级
项目和资金支持，新建了一批基础设施，
改造了村级服务场所， 开展了一系列提
质改造工程。

目前，该村新建1个农村留守儿童之
家、1个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示范点和1个
美丽屋场；硬化村道、组道千余米；修复
15口水塘和1600米水坝；安装65盏路灯；
新建1座小桥。

与此同时， 新城村村支两委将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的责任扛在肩上， 因地制
宜、创新思路，通过引进企业、成立合作社
等方式为农民就业、增收开拓渠道。

“我现在在村里的机械厂上班，不用
背井离乡，有更多的时间陪小孩和父母，
工资还不比在外打工少，我很满意。”新城
村村民姜爵以前在长沙务工， 自从看到
村里的机械厂招工信息后就辞掉了长沙
的工作回到家乡。

此外， 新城村还注册成立了雨湖区
富饶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村民通过投
入农田、水塘、林地的方式入股，农民作为
股东即可坐收红利。伍铁强说，合作社已
与3家单位签订合同，实现山地、农田流
转500余亩，还有几家正在洽谈之中。

长沙：
救助金温暖特困户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金慧
崔玲）长沙市福彩“百万爱心暖万
家” 公益救助活动今天上午启动，
长沙市民政局筹集了440万元公
益救助资金， 采购了4万多份粮油
物资通过全市的社区雷锋超市进
行发放， 共将惠及4万多户低保和
特困家庭。长沙市民政局局长陈昌
佳表示，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能
凝聚在一起，为困难群众伸出援助
之手。据悉，长沙市民政局已连续
12年开展“百万爱心暖万家”公益
救助活动， 累计投入公益救助金
3240万元， 救助城乡特困对象32
万多人次。

岳阳楼区：
人大代表雪中送炭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徐亚平）今天上午，岳阳市岳阳楼
区人大常委会组织该区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联谊会，在岳阳职业技术
学院开展“真情捐助·圆梦大学”的
助学活动。岳阳市人大代表、湖南
广泰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伍玉龙为
12名贫困家庭学生捐款3.6万元。6
年来，他每年为该校12名贫困家庭
学子各捐3000元助学。 岳阳楼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漆胜介绍，岳阳楼
区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累计已捐
款6000多万元。其中，伍玉龙捐款
逾1000万元。

汝城：
住校生盖上爱心被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通讯员
黄树兰 记者 颜石敦 ）1月10日，
汝城县教育基金会负责人一行来
到该县文明瑶族乡中心小学，免费
向住校学生发放新棉被760床，价
值近3万元。 地处山区的文明瑶族
乡，是“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文
明瑶族乡中心小学有学生1300余
名，其中住校学生760名，多数为
贫困生，他们被褥单薄，难于抵御
严寒。汝城县教育基金会了解这一
情况后，特为他们送来御寒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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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每年公费培养农技特岗生
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

衡东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增至9家

民警巡查遇上冻僵的果子狸
铁警情深“母子”平安

找准产业

伴着冬日夕阳的余晖， 一群群麻鸭
“嘎嘎嘎” 在岩桥镇的山塘水库中欢快地
嬉戏。

“脱贫住新房，全靠鸭来帮。”赶着一
群麻鸭走在山塘边，岩桥镇三渡溪村村民
张秋凤感叹地说，返乡创业“鸭为媒”，在
政府和农业龙头企业扶持下，2017年返乡
养鸭，一年就脱了贫。

如今，小麻鸭已成为岩桥镇农民增收
脱贫、放飞小康梦想的支柱产业。

然而，几年前却不是这般光景。贫困
户脱贫缺乏产业支撑， 劳力大都外出务
工，不少村成了“空壳”村。

芷江麻鸭， 清朝时曾被列为贡品，在
省内外颇有名气。芷江是我省麻鸭加工基
地之一，而加工企业就在岩桥镇内，该镇
农户有养鸭的传统。一番思考，镇党委一
班人豁然开朗， 原来一个好产业近在咫
尺。

以产业留人，以人兴产业，推进脱贫攻
坚，最终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思路打开，“政
府搭台、企业带动、农户参与”发展麻鸭产业
的路径也逐渐清晰了。

龙头带动
从200只到800只， 再到1000只……

岩桥镇岩桥社区居民张宝贵养鸭的胆子
越来越大。

张宝贵“胆子大”，主要是有芷江和翔
鸭业有限公司这个龙头企业作靠山。公司
对贫困户实行包鸭苗、饲料、技术、防疫、
收购的“五包服务”。仅2017年，和翔鸭业
就带动600余名贫困户养鸭脱贫。

“看到养鸭同样能脱贫致富，村里有
80多个村民返乡养鸭。”岩桥镇三渡溪村
党支部书记刘华说， 这些劳动力返乡后，
把养鸭产业搞得风生水起， 家里老人、小

孩也不再孤单，村里充满生机和活力。
对于少数缺劳力的贫困户，和翔鸭业

以“入股分红”的模式予以扶持，贫困户以
小额贴息扶贫贷款5万元入股公司， 每年
可获得不少于入股资金10%的分红。 全镇
有16户贫困户入股，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
上。

“昂起龙头，才能更好带动贫困户增
收。”和翔鸭业总经理向辉说，公司融入现
代食品加工技术，开发出火锅鸭、口味鸭、
休闲鸭等产品，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让贫
困农户在产业链上增收。

政府搭台
发展麻鸭产业，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搭好平台，搞好服务，当好麻鸭产业

的‘保姆’。”岩桥镇镇长张华说。
“养鸭，离不开政府支持。”岩桥镇黄

栗坳村支书余学亮如数家珍，政府出台奖
补政策，组织修缮山塘、水库，举办技术培
训班……

结合“三走访三签字”活动，岩桥镇实
行规划、项目、干部“三到村三到户”，引导
龙头企业扶贫，帮助农户科学养鸭。

“能够养鸭脱贫，很感谢驻村镇干部
杨军敏。” 三渡溪村村民吴昌松说。 今年
初， 杨军敏上门帮助他制定了养鸭计划。
刚开始养鸭时，鸭子得了“浆膜炎”病，杨
军敏骑着摩托车，带着动物防疫技术人员
及时赶来诊治。2017年， 吴昌松养鸭获纯
收入1.5万余元。

岩桥镇易地扶贫搬迁20户60人，镇里
对搬迁户实施奖补政策，扶持发展麻鸭养
殖，让他们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龚卫国

1月11日，永
州市零陵区东山
景区武庙戏台上，
演员在排练节目。
总投资3亿元的东
山景区春节前夕
将对外开放，为丰
富开园期间庙会
活动，各项当地民
俗特色文化展示
准备工作正在有
条不紊进行。

李科燕 摄

新闻集装

武庙
展风采

乡村振兴纪实 新班子 新作风 新气象

“益村”荣获2017网络公益年度创新奖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月 11日

第 2018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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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1040 5688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37 173 214001

0 8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月11日 第2018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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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2393406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6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9 37106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82
49202

1009539
10144039

37
1866
37257
390894

3000
200
10
5

0620 28 31 3321

芷江水暖
鸭先知。

1月 5日，
芷江侗族自治

县岩桥镇巽公坡村广场上
人头攒动、喜气洋洋，村里新年文
艺汇演热闹上演，吉他弹唱、旗袍

秀、芦笙吹奏等节目精彩纷呈。村民李小
红说，外出的年轻人回来了，村里也热闹了。
“现在村有文艺队、镇有艺术团，村民自

编自演的节目还赴省进京拿过大奖。” 岩桥镇党
委书记郭峻说，通过培育麻鸭产业，全镇大部分

劳力返乡创业就业，3000多名贫
困对象脱贫， 实现了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深度
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