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州新闻
娄底
湖南日报 1 月 12 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吴晔）1月
11日上午，娄底市委常委会会议室内气氛热烈，娄底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荐国带着常委们以及30多位部
门负责人认真学习新华社播发的 《全党来一个大学习》报
道，并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把学习当成生活习惯，让学习成
为娄底风尚。
党的十九大以来， 娄底市委坚持以政治学习为根本，
努力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和
主线贯穿于学习始终。2017年12月26日， 在全省率先出台
《关于深化“大学习大调研大提升”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娄底落地见效的意见》，掀起了党员干部大学习的热潮，自
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铸造
灵魂、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为了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娄底市创新学习方式，采
取党委中心组集中学、集中轮训学、党校（行政学院）培训
学、专家授课学、相互交流学、以考促学等形式，组织党员
干部学习；拓展学习平台，办好《娄底工作（学习版）》，编印
小册子、口袋书等，方便党员干部随时学。
“以学促干”，在全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紧扣“三大攻
坚战”、7个“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建设大比拼、发展实体经
济以及本地本部门内部管理等方面的短板、 弱项进行调
研；建立“有事请找我”责任担当机制，要求乡镇基层干部
强化责任担当，敢于向辖区内群众承诺“有事请找我”，为
群众“解心结”“解忧愁”“解难题”。
“学以致用”，不断提高能力水平。2017年推动全市9大
类161项重点改革顺利进行；出台了加快金融产业发展、促
进民间投资、补齐公共设施关键短板等政策；加快“放管
服”改革，全面实施“多证合一”，行政审批事项精简70%，
办理时限缩短50%；取消、降低或放开43项行政事业性和
服务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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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 月 12 日讯 （记 者 邹仪 通 讯 员 盘林 张裕
贤）1月8日， 道县清塘镇楼田村刚从广东打工回家的周德

俊感慨万千。一条条道路干净如洗，一栋栋房屋古香古色，
濂溪书院蔚为壮观，荷花池更是美不胜收。楼田村只是道
县实施村庄规划全覆盖战略的一个缩影。
近两年来，道县财政累计投入1亿多元，保障规划科学
编制。村庄规划结合当地村民居住习惯和地形条件布置住
宅建筑与院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聘请省内外6家知名
设计单位，按照“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环境优美、便民利
民”的要求，对全县村庄进行规划设计，合理布置村民生
产、生活及公共服务设施建筑、环卫、公厕等设施。在2017
年永州市村庄规划优秀案例评选大赛中， 道县共有6个村
庄规划设计上榜，是全市获奖最多的县。
通过示范点建设，全县目前建成了两河口、贵头、楼田
等一批美丽乡村、 特色乡村， 带动了全县新农村建设。目
前， 道县已有3个示范村被省政府授牌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村，3个特色文化村跻身全国传统村落名录，4个特色民族
村被评为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创建全国文明村1个、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3个， 清塘镇入选全省旅游特色小镇名
录，寿雁镇跻身全国重点镇。
“道县将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让老百姓的生活家园变得更加洁净、
优美、和谐。”道县县委书记刘勇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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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不遗余力
提振产业发展
力争今年技工贸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
湖南日报 1 月 12 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罗建）日前
召开的湘潭县委经济工作会议，把今年确定为“产业振兴
年”，力争全年技工贸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夯实县域经
济根基。
2017年，湘潭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全年开工重点项目
112个，完成投资150亿元，在“中国投资潜力百强县”中
排名第69位， 地处该县的天易经开区在全省120多个省
级园区中排名第三。
该县今年将重点从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做大做强实
体经济、加快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着力。主攻产业项目，
力争全年产业项目投资占重点项目投资比重达到50%以
上，牢牢抓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区域产业转
移的发展机遇，围绕主导产业、特色产业进行招商。特别
是持续开展“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异地项目推介会
等主题招商活动，力争在“招大引强”上取得突破；全力做
大做强实体经济，确保规模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
财税总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长15%以上， 不断夯实创
建“国家级经开区”的基础。
此外，湘潭县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科学制定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推动农业发展由数量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 鼓励和
支持乡镇因地制宜发展实体经济和总部经济， 着力培育
一批税收过亿元、过5000万元、过3000万元的乡镇，并组
建乡镇工业园，努力构建“一镇一品”的发展格局。

溆浦“互联网+”
“
网罗”社会爱心
湖南日报 1 月 12 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周 晓鹏 曾
伟）1月8日，溆浦县建材家居协会的会员们给该县水东镇

绿化社区的贫困学生张娟秀送去了2000元的助学金。该
协会自去年注册社会扶贫APP后， 把开展爱心活动的重
点从线下转战线上，已认领了20多条帮扶意愿，向20余
户贫困户进行了援助。
溆浦县去年11月成立了中国社会扶贫网溆浦管理中
心，在全县25个乡镇设立了服务站，在417个村设有信息
点，实现了所有乡镇、村居全覆盖。截至目前，全县社会扶
贫网累计注册贫困户40241人，爱心人士26018人；贫困
户发布需求41371件，对接成功33721件。沿溪乡荆竹山
村贫困户陈泽友在外务工， 聋哑妻子留守在家。 去年11
月，陈泽友的妻子发短信告诉他，家里一处电插座时不时
冒火星，很不安全。但因为他家位置偏僻，一时找不到人
帮忙解决。陈泽友于是在社会扶贫网发布了求助信息。该
村帮扶单位溆浦县检察院的干部刘余堂在网上发现信息
后，立即联系电工赶到陈泽友家，消除了安全隐患。
该县还鼓励电商企业注册社会扶贫网，采取“互联
网+公司+贫困户+优质农特产品”的方式，引导贫困户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产业链模式实现增收。 去年11月25日，
溆浦县东立农特物联网有限公司在社会扶贫网上发现大
江口镇贫困户纽荷尔脐橙滞销的信息后，主动与大江口镇
联系，签订了纽荷尔脐橙电商扶贫产销协议。

乌克兰新娘
喜行“
土家婚礼”
1月11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非
遗体验基地溪布老街，吉首大学张家
界学院乌克兰籍钢琴教师米斯科·娜
塔莉娅圆了她的“土家婚礼” 梦。
2011年， 她与张家界土家族青年蒋
宗坤在乌克兰相恋。米斯科·娜塔莉
娅一直有个心愿，想办一场张家界的
土家民俗婚礼，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吴永兵 摄

新闻集装

玫瑰花香入千家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选择适合玫瑰花、玫瑰果生长的地
方建园，山区可充分利用坡土……”1月7
日上午， 在衡南县栗江镇余岭村远教站
点， 湖南广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广林给栗江、鸡笼、茅市等乡镇的
200多名村民，讲授玫瑰花、玫瑰果栽培
技术。 栗江镇西山村党总支书记苏爱军
听课后说，学到不少技术，带领贫困户种
玫瑰脱贫更有信心了。
黄广林是衡南县咸塘镇相岗村人，
曾在广东惠州等地创业。
黄 广 林 说 ，2012 年 ，
他先后到中国农
大、 中南林
科

院、 山东平阴县玫瑰花产业园等处考
察农业产业项目。2013年上半年， 中国
农大高教授建议他，可选择种植玫瑰果。
玫瑰果经加工，可制作高档保健品、化妆
品，经济效益好。高教授还建议他到黑龙
江伊春林科院，请教常务副院长、全国著
名玫瑰果种植专家许忠海。
“
玫瑰果被誉为维生素C之王。” 许忠
海告诉黄广林，玫瑰果肉可提炼纯天然维
生素C，玫瑰果油可治疗心血管疾病。
黄广林决定，到家乡发展玫瑰果、玫
瑰花种植加工产业。他从德国、韩国引进
优良玫瑰果品种， 与黑龙江小兴安岭野
生玫瑰果杂交，培育优质高产良种，在衡
南县栗江镇试种。通过不懈努力，他种的
玫瑰果亩产达250公斤左右。
黄广林的公司及加盟合作方组织基
地周边农民以土地作价入股， 享受利润
分红， 并聘用贫困农民到公司打工。
2017年，公司流转山地2.8万亩，支付租
金、发放红利800万元。公司还为自主种

江永：
红包重奖电商
植农户无偿
提供种苗和
技术指导，
与农户签订保
护价收购合同。
农户种植一亩
玫瑰花、果，年纯收入不
低于2000元。2017年，全县有
2140户贫困户种植玫瑰花、 果3.5万亩，
户均收入5万元左右。
在发展玫瑰花、果产业的同时，黄广
林还利用玫瑰花、果提炼精油后的残渣，
发展玫瑰香猪养殖。猪仔由公司养殖2个
月，农户养殖4个月，再由公司统一回收，
在山上放养6个月。2017年，共养猪5000
余头，农户每头获纯利300至500元。
黄广林说，他计划在近3年内，将玫
瑰花、果种植扩大到10万亩，带动更多
的人脱贫致富。

平民英雄耀湘阴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
她是一名农家女子， 面对液化气罐
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她义无反顾，挺身而
出……”去年的一个夏日，湘阴县新泉镇
新西街一商铺因液化气罐漏气起火，店主
被困烈火中大呼救命。附近村妇姚平抱着
灭火器扑向了火场，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危险时刻诠释英雄涵义，生死关头
展示人生大美。”1月12日9时，姚平走进
湘阴县第五届道德模范颁奖典礼现场，
她被授予“见义勇为模范”称号。领奖台
上， 和她一起获奖的还有9人和1个团
队，分别被授予“助人为乐”“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孝老爱亲” 等模范称号，另
有10人获得本届道德模范提名奖。
他们都来自不同岗位和阶层， 他们
的故事诠释着道德的力量， 传递给全县
人民。鲜花与掌声属于他们——
—
“有这样一支团队，为了同一个理想
汇聚在一起，助人为乐，传播文明，引领风
尚……” 湘阴爱心志愿者团队成立4年多
来，先后开展慰问孤寡老人、留守儿童与
文明劝导、 扶贫助学等公益活动200多
次，捐资捐物100余万元。
文星镇南泉社区余桂斌老人， 几十
年如一日照料重病儿媳和生病老伴饮食
起居； 樟树镇金台山村周香兰老人尽心

竭力照顾98岁的婆婆和重病丈夫。聚光
灯下， 两位老人的话语简单朴实：“我看
到了我妈妈是怎样对亲人的， 我就是跟
着她学的。”
“少年时代亲眼目睹湖区水灾不断，
乡亲流离失所。发誓长大后献身水利、造
福乡梓。”县水务局干部张水云为了这一
承诺，大学毕业后放弃省城工作机会，回
乡当了水利技术员， 一干就是30多年。
去年，湘阴遭遇特大洪灾，他主动参战，
在“沙田保卫战”中立下大功。
俞正春、李建平、董素寒、钟炎武……
这些“身边好人”“平民英雄”，点亮道德
之光，绽放精神之美……

湖南日报 1 月 12 日讯（记者 唐 善
理 通讯员 谭竣）1月12日，江永县电

商云平台会议室热气腾腾，江永县农
产品销售优秀电商业主表彰大会在
这里举行 。20多 名 县 内 知 名 电 商 业
主，高高兴兴地从县委、县政府领导
手中接过总额30万元的现金大红包。
近年来，江永县委、县政府着力创优
环境， 全县目前发展电商企业近200
家、网店2500余个，去年电商企业销
售农产品总额达20亿元。

冷水江：
消防宣传惠农村
湖南日报 1 月 12 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康爱 军 “
） 感谢消防官兵赠送

的书籍，填补了我们农村书屋的消防
宣传空白！”1月10日， 冷水江市禾青
镇黄场村农家书屋负责人老肖向前
来送书的消防官兵说。今年来，冷水
江市消防大队与市文化部门衔接，印
制1000本 《消防安全知识》、5000余
张《家庭消防隐患自查表》等消防书
籍和宣传资料， 陆续投放至全市186
家农家书屋。

新田：
村民喝上清洁水
湖南日报 1 月 12 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温小林）近日，新田县三井

镇平乐脚村自来水工程投入使用，全
村271户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近年，
该县在国土资源部、光大集团等国家、
省、市扶贫后盾单位的支持下，启动农
村安全饮水扶贫工程， 让11万饮水困
难的农民群众，喝上了干净饮用水。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8 年 1 月 12 日
第 2018012 期 开 奖 号 码

8 9 1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60
1040
582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96
173
206908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 年 1 月 12 日 第 2018006 期 开奖号码

07 09 16 18 21 23 27 29
下期奖池：185100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0
12
295
755
9144
14690
103480

中奖注数
（湖南）
0
0
8
13
212
430
2811

单注奖金
（元）
0
22035
1792
200
50
10
5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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