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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黄巍 赵志高 段世铜）“去
年9月， 怀化市13个县市区全面完成警务体制改
革。 ”1月16日，怀化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姚宇介
绍，各项数据和评估结果显示，警务体制改革实
现了民警认同感、打防效能、基础工作、群众满意
度4个“提升”。

去年4月， 怀化市公安局在13个县级公安机
关全面启动“三级一体”警务体制改革。将县级公
安机关原有的18至20个内设机构全部撤销，精
简合并为7个中心，即指挥中心、侦查中心、防控
中心、队伍管理中心、执法管理中心、交管中心和
监管中心,并将整合置换出来的警力充实到一线
岗位。

同时，围绕人、案、事、物等要素，按照闭环运
行原理，怀化市各县级公安机关在中心内部以及
中心之间重构流程，推动业务流、信息流、管理流
深度融合，确保打防管控每个环节及各环节内部
都能有效衔接、闭环运行。 县级公安机关各中心
按照实体运行和实战实用原则，建立高效运转响
应机制,并加快智慧警务大数据平台建设，实施
信息化项目55个。 按照“一级研发，三级共用”原
则，将市、县公安机关与公安派出所3级相应的中
心业务放在一个平台流转，信息资源上下互通共
享。 如怀化市公安局建立的交通管理实战平台，
可精确查缉、实时管控涉车违法行为和涉案违法
车辆。

怀化市公安局还按照提升实战效能的导向，
配套建立了有60余项指标的跟踪问效、考核评估
体系和工作机制。 去年，该市公安民调评警综合
排名居全省第二。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贺勋 吴辉兵）
“政府、项目、投融资机构负责人与有关专家汇聚一堂，开展
政府引导牵线、专家建言献策、孵化器载体提供场地和孵化
服务、投融资机构提供资金的一站式高端集训，全县成长型
企业及创新型团队负责人从中受益颇丰。 ”元旦刚过，在攸
县举行的首届创新创业人才集训营结业与颁奖典礼上，当
地一位企业负责人高兴地说。 这次集训，有79位学员参加。

攸县县委书记谭润洪介绍，近年来，为推动“产业突围、
转型突破”，攸县大力实施人才工作“熔铸力工程”，开展“热
土行动”引才、“铸才行动”育才、“暖心行动”用才。 其中，“铸
才行动”包括高端集训提升人才、校企联姻造就人才、就地
多层培养人才三大举措， 以全面提高创新创业人才能力与
素养。

攸县这次集训自2017年12月初开训，为期1个月，以“创
新攸州·创享未来”为主题，分公共类培训、创业培训、项目
梳理辅导、项目路演评比4个阶段，聘请资深科技管理专家、
创投专家及优秀企业家为导师，开展项目深度辅导，并建立
创新创业帮扶机制，推动当地农商银行、长沙银行等金融、
投资机构与部分企业签订了授信或合作协议， 促进中小微
企业成长壮大。

为搭建校企合作桥梁，攸县还积极引导企业，与对口科
研单位、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县政府与省农科院探索院
县育才新模式， 共建科技协作示范基地等， 推进农业产业
化。 此外，出台“年轻干部选拔和培养计划”，自2017年起，3
年内培养科技创新、 经营管理、 专业技术等方面人才1000
名。 目前，全县已培训教育师资、党政管理、企业高管等人才
360名。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刘辉霞 李林

1月14日傍晚，记者徜徉在洪
江市黔城镇长坡村的小路上，半
山腰上的木屋外都亮起了霓虹
灯， 把小山村的夜晚装扮得流光
溢彩。

一个小山村安装霓虹灯，为
啥？看着一群摄影爱好者正在拍摄
霓虹灯夜景，村党支部书记段承永
乐呵呵地说：“这可不是‘花架
子’。 ”

2016年，原长坡村与原大田
村合并成为新的长坡村， 总人口
1786人，为洪江市级贫困村，贫困
户为122户404人。

村委会主任陈吉恒说， 除了
是贫困村， 长坡村也是知名的长
寿村，现有80岁以上的老人上百
人。该村文化底蕴深厚，是清代书
法家王继贤的故里； 村里有着神
秘的天云洞峡谷和古民居建筑
群；还有阳戏、唱山歌、划拳、舞龙

灯等民俗文化传统。
如何走出一条脱贫致富路？

2016年， 村支两委和驻村扶贫工
作队商议后决定： 走产业扶贫之
路。 在发展水稻种植和南竹产业
的同时，该村打造民俗乡村旅游，
把发展旅游作为支柱产业之一。

该村的旅游发展由洪江市乡
村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指导，
先后实施了“三化一改工程”（绿
化、净化、淳化与整村风貌改造工
程）， 打造美丽乡村示范点和
AAA级景区。 漫步长坡村，村庄
八面环山，山峦起伏，团寨山坡勾
画出一幅人间仙境。

长坡村一直传承着“吃庖汤”
的年俗， 这有庆丰年、 谢邻里之
意。 2016年、2017年，该村举办了
两届“长坡团寨长寿庖汤节”。 杀
年猪、吃庖汤、看文艺表演、打糍
粑、 划拳等民俗文化盛宴轮番上
阵。

按照“整合资金、以点带面、
全面推进、整体脱贫”的原则，长

坡村引导村民尤其是贫困户参与
到乡村旅游发展项目中来。 看到
来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 脑瓜子
灵活的村民雷玄文， 在村支两委
和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开起
了一家“雷家客栈”。“干活不累，
坐在家里就把钱赚了。 ”曾是贫困
户的雷玄文去年已脱贫。

听说村里在发展旅游产业，
长期在外做木工的村民邓启林于
2016年回来开了一家农家乐。 他
既吃上了“旅游饭”，又照顾了小
孩。 同样在外务工的村民邹修财
则回村里搞起了养殖业， 制作腊
肉等土特产销售。

虽然白天民俗活动热闹，但
一到晚上， 游客们多选择回城里
住宿。“我们安装霓虹灯，就是想
在晚上把游客留下来。 ”采访的最
后，段承永才说出答案。

2017年，该村接待游客4.2万
人次， 实现收入30余万元。 2017
年，长坡村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还被评为怀化市美丽乡村。

新屋村变“新”了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黄晓霞

2017年， 郴州市北湖区石盖塘街道市级贫困村新屋村
村集体经济达5.9万元， 贫困户人均纯收入9600元。 经省、
市相关部门评估核查， 新屋村退出贫困村序列。 消息传
来， 村里一片欢腾。

“新屋不新， 走的是泥巴路， 住的是土坯房。” 说起
过去的新屋村， 当地村民直摇头。 该村地处高寒山区， 受
自然环境、 交通条件等制约， 至2014年底尚有41户132人
未脱贫， 人均年纯收入仅2100元， 村集体经济为“零”。

短短3年， 新屋村为什么能发生如此美丽嬗变？ 1月14
日， 记者到该村进行了一番探访。

走进新屋村， 一幢幢小洋楼拔地而起， 一条条灌溉水
渠清澈见底， 一条条水泥路通向白云深处。 山岗上牛羊成
群， 偶尔还传来声声鹿鸣。

“我们村的变化跟‘当家人’ 陈哲礼是分不开的， 是
他带领大家脱贫致富。” 村民王飞波说。

2015年初， 安和街道干部陈哲礼担任驻新屋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兼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他和工作队队员带领村民
修公路、 水渠， 并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蔬菜种植、
梅花鹿养殖等特色扶贫产业。

王飞波掰着手指， 向记者介绍工作队进村后的变化：
硬化通组公路7条， 修缮水渠7条， 并安装路灯、 修建文化
广场、 整治环境卫生等。

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 工作队带领村民大力发展种
养业。 目前， 新屋村种植蔬菜、 水果、 油茶等480亩， 养
殖黄牛、 黑山羊、 梅花鹿2000余头， 鸡鸭9000多只。

3年前， 王飞波一家4口靠种3亩稻田为生， 生活困难。
2015年， 在工作队帮扶下， 他贷款5万元养殖黑山羊。 后
又贷款20余万元， 成立梅花鹿养殖专业合作社， 吸纳38户
贫困户入社。

“2016年， 我家收入超过10万元。” 王飞波说， 2017
年底， 加入合作社的38户贫困户每户领到首笔分红500元。

在新屋村， 靠产业扶贫实现脱贫的还有不少人。 40多
岁的村民袁功名以前对脱贫没有信心， 生活得过且过。 看
到昔日穷兄弟先后脱了贫， 他坐不住了， 请工作队帮助贷
款， 2017年养殖黄牛5头、 种植水稻和生姜7亩， 一举摘掉
了贫困帽。 袁功名说， 现在生产生活条件好多了， 2018年
他最大的愿望是“脱单”。

工作队还大力开展技能培训， 提高贫困村民就业能
力。 目前， 新屋村有50多名贫困村民在周边工厂、 工地就
业， 月均工资3000多元。

沅陵发现光绪年间地契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瞿宏红）1

月16日， 沅陵县借母溪乡枫香坪村村民邓发谋在拆祖上
老屋时，发现了祖辈遗存下来的2张光绪年间、1张宣统年
间和9张民国时期的地契。

这12张地契都用宣纸详细地记载了立地契的内容、
时间和立地契人以及山地边界等， 地契内容主要涉及买
卖山地、茶林、水田和房屋等。光绪年间和宣统年间的地
契，清楚地记载了邓发谋的爷爷邓世宽向他人买山地、水
田等事情。民国时期的9张地契，是邓世宽替村中他人保
管的买卖山地、茶林、水田和房屋的地契。

沅陵县文物考古专家陈勇介绍， 这是该县首次发现
这么多地契。这些地契对研究当地当时的风俗民情、人际
关系、社情民意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餐热饭”暖人心
荷塘区通过公益众筹， 向困难

老人提供免费营养餐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周惠）“我

无儿无女，年纪又大了，一直担心以后动不了了怎么办。
现在好了，只要打个电话就会有免费营养餐送上门。”株
洲市荷塘区民政局今天透露，该区“一餐热饭”计划已经
完成公益众筹，首批16位受助对象将获餐卡。

荷塘区目前老龄化程度达到17%，60周岁以上的老
人约有5.1万人。 他们其中一部分老人因为年岁已高，行
动不便，甚至生活不能自理，长期茶水泡饭，一日三餐只
有残羹冷炙。能够按时吃上热气腾腾的一日三餐，成了老
人们的“奢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去年10月,荷塘区民政局发起了
“一餐热饭”计划。采取公益众筹的方式筹措资金，为荷塘
区60周岁以上因经济条件、身体状况等原因导致“一餐
热饭”的需求难以达到的老年人，免费提供营养餐。

据悉，“一餐热饭”计划将采取实名制“十餐一卡、一
季三卡”的形式发放，即：每季度为受助对象发放3张“一
餐热饭”卡，每张卡有10次用餐额度。受助老人通过荷塘
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热线电话，就能获得专业养老
机构配送的免费营养餐。

荷塘区民政局负责人介绍，该区目前以高龄、独居、特
困和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为重点，已确定16位老人作为首
批受助对象。“一餐热饭”计划受助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原则，
对于符合条件的经审核通过后，将及时纳入受益对象名单；
因生活条件改善而不再符合条件的，及时退出。

星沙劝阻燃放烟花爆竹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员

鞠文霞）今天，长沙县星沙街道成立了长沙市第
一支禁燃烟花爆竹劝导志愿服务队。

星沙街道干部和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小
学生志愿者、 居民代表百余人参加了此次志愿
活动启动仪式，在写着“响应禁燃烟花爆竹，构
建和谐平安星沙”的宣传横幅上，纷纷签名。 仪
式结束后， 盼盼二小20余名小学生志愿者跟劝
导志愿服务队一起，走上街头门店，开展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宣传。

新宁关闭2家落后造纸厂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杨坚 周前忠）1月16日， 记者从新宁县政府获
悉，该县依法关闭拆除了麻林八角、黄金金兴2
家生产工艺落后、安全条件差的造纸厂。

上世纪90年代末，新宁县麻林、黄金2个瑶
族乡利用当地丰富的南竹资源， 各办了一家造
纸厂。近年来，这2家工厂生产工艺已明显落后，
生产场所狭小，特种设备已属淘汰设备，废液排
放超标，事故隐患、废液污染严重。为减少污染、
消除隐患，新宁县政府决定对2家工厂实施关闭
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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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装

乡村振兴纪实

霓虹“照亮”长坡村

� � � � 沅陵县借母溪乡枫香坪村发现的光绪年间
地契。 瞿宏红 翻拍

� � � � 1月11日， 洪江市黔城镇长坡村亮起了霓虹灯， 小山村呈现出别样的夜景。 李林 娄兰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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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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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2403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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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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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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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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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月17日 第2018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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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1514152 元
03 2109 18 24 26 28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月 17日

第 2018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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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 1040 8361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88 173 257424

6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