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吴丹）“我腿脚不便，不能随意出
门，以后医生能提供上门服务，真贴心！”
昨天， 家住长沙市雨花区大塘社区、80
岁的廖潘美老人， 在家庭医生服务协议
上签字。此后，她能享受免费体检以及常
见病、多发病预约治疗等多项服务。不便
时，医生还可上门服务。

这一活动由大塘社区党支部与圭
塘街道红十字会联合主办， 以“人
道———为了你的微笑”为主题，将为社
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健康咨询、救护
培训等一系列服务， 现已有20多位老
年居民签约。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志愿者李敏介
绍， 家庭医生服务项目主要针对慢性

病患者，每年可提供4次体检，还可上
门提供血压血糖等常规测量检查，同
时建立健康管理卡， 医生将定期联系
老人询问身体状况，并给予建议。

当天， 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还
利用宣传栏、展板及分发宣传资料等，
宣传红十字相关知识， 包括无偿献血
与造血干细胞、 捐献遗体器官等方面
知识， 并呼吁大家积极参加为受灾同
胞捐款、为重病患者献血、帮助急救他
人等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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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勇 曾翔）近日，永兴县纪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县纪委、县监委今年3月
交办的16件基层信访件，一个多月内就
完成了13件，比以前提速一至两个月。去
年来， 永兴县大力推进县乡纪检监察工
作一体化，提高了基层执纪效率。今年一
季度，该县受理信访举报46件，已办结
33件、处分16人，信访量同比下降52%，

执纪效率提升了28%。
为破解基层执纪审查难， 永兴县纪

委、县监委在办好自办案件的基础上，加
强对下级纪检监察机关执纪审查工作的
领导和指导，对问题复杂、案情重大的问
题线索，采取提办、领办、交办、督办和联
合办案、交叉办案等方式，提高执纪审查
质效。同时，对各乡镇纪检干部及县派驻
纪检监察组干部进行统筹管理、 集中调

配，打破区域限制，有效整合执纪力量。
将全县17个乡镇（街道）和10个派驻纪
检监察组分成4个片区，由联系纪检监察
室的县纪委常委分片负责片区内业务指
导、上下协调、共同“作战”；县直及乡镇
纪委紧紧依靠县纪委、县监委，加强执纪
审查协作，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岗位和关
键环节， 深挖问题线索， 使县乡形成了
“信息共享、上下一体、统一协调、快捷高

效” 的一体化工作机制。 当地纪检干部表
示，县乡一体化实现了乡镇、片区和县直纪
检监察工作力量的横向整合、纵向联动，对
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线索， 可抽调精兵强将
进行重点核查、集中处置。

永兴县还采取“跟班学习”“以案代训”
等方式， 分批轮流安排乡镇纪检干部参加
县纪委执纪审查工作，进行点对点指导，提
高了乡镇执纪审查水平。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王晗 李国斌）开车100天零
违法，有机会获得3吨汽油大奖。近日，我省最大规模的文明
行车公益活动———湖南第三届百万车主百日零违法挑战赛
在长沙启动。

百日零违法挑战赛是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公安交警、
金鹰955电台等在全国率先发起的大型交通文明公益行
动，今年是第三年举办。目前，全国已有近50个城市加入
“零违法挑战赛”的队伍。

本届挑战赛倡导“排队礼让”的文明理念，全新升级打
造“文明出行排队礼让车贴”，号召全体机动车驾驶员一起
文明出行。活动将继续采用“零容忍”法则，即在活动期内（5
月21日至8月28日） 所有参赛车辆一旦在交警违法查询库
中查询到有违法行为，立刻淘汰出局。100天后，活动主办
方将在公证处监督下，在保持“零违法”记录的参赛车主中
抽取一名，奖励3吨汽油。

不同于往届以市民自主报名参赛为主， 本届挑战赛中，长
沙市所有公务用车都将参赛，这也是我省首次公务车辆全部参
与的大型公益交通出行活动。据悉，本次活动将打造“零违法挑
战赛”全国联盟，来自深圳、南宁、贵阳等多地交警全力加盟。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贺威）端
午佳节临近，近日，记者在桑植县康华实
业生产车间发现， 一片片粽叶通过清洗
包装， 正源源不断运往各大市场。 在桑
植，看似不起眼的粽叶，如今已成为一个
年产值上亿元的大产业。

桑植县拥有27万亩天然粽叶林基
地，县里因势利导、合理开发。通过积极
发展“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免除
林业费用，提供收购资金贷款，全县在15
个粽叶资源丰富的乡镇（场）建立原料供
应基地，乡镇设立粽叶收购站，规范收购
秩序，统一等级、质量和价格。

县里还积极帮扶粽叶龙头企业康
华、永丰两家粽叶开发公司做大做强，消
化广大农户采摘的鲜叶，并打造“康华”
保鲜粽叶和“永丰”烘干粽叶等品牌，持
续扩大粽叶市场占有率。 通过与科研院
所合作，加强产品研发，粽叶企业还在不
断拉长产业链条，推出工艺粽叶、粽叶香
粉、粽叶香精等10多个系列产品，提升粽
叶的附加值。

目前， 桑植县的粽叶已在全国热
销，并出口东南亚等16个国家和地区，
年销售量达8000吨以上， 年销售总产
值达1.2亿多元， 带动采摘农户年人均
增收1000元以上。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通讯员
朱义忠 记者 陈鸿飞）今天，记者从
衡东县召开的“‘荷’美白莲·大美衡
东”———湖南衡东生态旅游文化节
筹备工作会上获悉， 这次节会主题
活动定于8月17日开幕。通过举办这
次节会， 将着力发展衡东生态旅游，
加快推进“旅游活县”步伐。据介绍，
生态旅游文化节将以推进乡村振兴
为出发点，前期活动包括“荷”美家庭
评选、“廉”政文艺作品创作赛、“衡东
杯”———环千年白莲风情园全省自
行车邀请赛等。主题活动开幕当天，
将举办为“荷”而来———青年联谊会
及白莲乡村啤酒音乐会等。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徐
典波 通讯员 陈三星） 今天的东洞
庭湖新墙河畔，热闹得像过年。岳阳
县在此举行2018年度三峡项目第
一期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 岳阳
市县两级渔政执法人员、渔民、志愿
者代表，将500万尾“四大家鱼”放
流至东洞庭湖。今年，岳阳县还将择
时在东洞庭湖举行第二期、 第三期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 预计将投
放“春片”“夏花”980万尾。活动现
场， 岳阳县渔政监督管理局与岳阳
市江豚保护协会联合举办了“保护
洞庭生态，留住江豚微笑”大型摄影
图片展。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严洁

立夏时节，60岁的徐荣元正忙着
推动乐夫村柑橘生产标准化， 提升柑
橘品质，“我们村柑橘园的投入不比其
他地方少，但效益差了一截，我心里着
急呀！”

曾经的乐夫村可是东安县柑橘第一
村、首屈一指的富裕村，外村姑娘都争相
嫁给乐夫汉子。 徐荣元还是这辉煌一幕
的推动者和见证者。

1990年，徐荣元被推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他带领村民筚路蓝缕，硬是向大山
刨出了1000多亩山地， 全部种上了柑
橘。新品种的引进、新工艺的推广，让乐
夫柑橘闻名省内外。 乐夫村党支部也因
此获得全国优秀农村党支部荣誉称号，
徐荣元也在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

乐夫村的发展因改革而兴， 却又因
小富即安而止。2010年后， 乐夫柑橘出
现品种过时、果树老化迹象，逐渐在柑橘
市场失宠。徐荣元倡议改良品种，也遭遇
患得患失的村民们抵制。

2014年，徐荣元卸任村支书。自此，
乐夫柑橘品牌一落千丈， 村民日子越过
越穷。 大家才体会到当年老支书的良苦
用心，决定弥补过错，把他“请”回来。

改革再次成为乐夫村的主旋律。徐
荣元认为，首要之事是推行柑橘品改。他
与村支两委干部引进新品种， 规划新场
地， 去年带领村民品改柑橘1400多亩，
给乐夫村带来了再度腾飞的希望。

“村里号召我们发展新品种，说老品
种连温饱都保不了。” 在徐荣元的动员
下，村民李平成了村里的种植大户，拥有
120亩“世纪红”和砂糖柑，“有老支书领
路，我们放开干就是了！”

柑橘品改基本完成后， 徐荣元又着
力引导村民改进柑橘培管方式， 生产无
公害的绿色柑橘。 党员何来君清楚地记
得， 徐荣元总是不厌其烦地劝导村里的
种植大户规范种植，提升柑橘品质。申报
无公害绿色食品，增加乐夫柑橘的“含金
量”，打出乐夫柑橘的新品牌，已经成为
乐夫村民的共识！

“重挑村支书的担子以后，总想着如
何让乐夫村重新辉煌起来，时常吃不好、
睡不好，压力很大！”徐荣元正考虑，建设
绿色食品观光园和采摘园， 以提高柑橘
附加值，“一定要在任期内， 让乐夫村真
正‘乐乎’起来！”

置身乐夫村，放眼望去，大小山坡上
柑橘苗株型粗壮、绿意葱茏，焕发着勃勃
生机。乐夫村的柑橘品改、规范化种植已
经“热乎”起来，相信离老支书心中的“乐
乎”梦想不远了。

在全县所有648个村(社区)建成农家书屋

书香缕缕漫山村新邵

破解基层执纪审查难，力推县乡纪检监察协同“作战”

执纪凛凛正人心永兴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聂丽娜）5月4
日， 一辆由涟源市政府配备的消防车驶进桥头河镇消防队
大院。至此，涟源市实现了乡镇消防队和消防车的全覆盖，
为基层装上了消防“安全锁”。

涟源市地域广阔、山地众多，尤其部分偏远农村消防设施
薄弱，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酿成重大损失。为打通农村消防安
全“最后一公里”，涟源决定在全市16个乡镇组建消防队，负责
当地的消防安全检查和宣传，前期应急救援和火灾扑救。每个
乡镇消防队配备6名兼职消防员、配发一台水罐消防车、配备
标准化场所和消防器材。 乡镇消防员通过专业消防和应急救
灾培训，定期开展救灾训练，确保随时都能投入“战斗”。

百日零违法挑战赛启动
长沙所有公务车集体参赛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李慧兰 ）5月6日上午，新邵县雀塘
镇寺门前社区农家书屋迎来了几位“常
客”，他们是农家书屋看书的居民。在这里
兼职农家书屋管理员的社区妇联主任何海
芳介绍：“平时,很多学生来这里学习,书屋
工作日按工作时间开放，周六、周日全天开
放， 农家书屋丰富了当地农民、 居民的生
活，也成了当地孩子求学的园地。”

寺门前社区农家书屋占地50平方

米，书屋配套设施齐全，制度完善，借阅
记录详细。被评为2017年度湖南省农家
书屋先进单位， 还被邵阳市推荐为第七
届全国服务农民、 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
进集体候选单位。

寺门前社区农家书屋是新邵县近年
来大力推进“农家书屋”建设工程的一个
典型代表。截至目前，新邵县通过加强投
入, 已经在全县建成农家书屋648家，实
现了所有村(社区)农家书屋全覆盖。去

年来，该县对全县648个村(社区)农家书
屋建设标准、布局做了整体规划和要求，
对每个村的农家书屋有针对性地配备了
农业科技、文化教育、政策法规等多方面
的书籍3000余册， 共更新书籍19万余
册，且每个书屋的图书不低于500种，并
让农家书屋的触角从村级延伸到每家每
户,为大家阅读提供便利。

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农家
书屋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新风尚的窗口平

台。同时，该县还通过开展系列读书竞赛活
动，如农家书屋进祠堂、进学校等，激励广
大读书者的积极性， 拓展了农村基层组织
传播文化的功能, 让健康阅读成了当地基
层文化活动的一道亮丽风景。

5月8日，初夏时节，随着旅游旺季的来临，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野生猕猴也活跃起来，它们或携儿带
女、或守在游道边等待喂食，憨态可掬（拼图）。 吴勇兵 摄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王文隆）企业每年每亩税收
达到30万元以上，每年每亩奖励3.6万元至5万元;一类危货
运输企业从浏阳通过中欧班列运输烟花爆竹集装箱的，一
次性奖励100万元……浏阳市政府近日透露， 该市出台十
条“新政”以促进社会投资。

浏阳市5月2日正式下发的《浏阳市促进社会投资十
条》，内容包括支持工业增加投资、支持花炮产业发展、支持
农业产业化、 支持民间资本办学、 支持文化体育旅游业发
展、支持民营医疗和养老机构发展、支持商贸业发展、支持
建筑业发展、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实
体经济等十条政策措施。

在推动农业产业化上，“新政”通过加大农产品加工企业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加贷款支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推
进农业现代化。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关注领域，同样在“新政”
中得以体现。比如，通过在部分领域实施民办学校、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与公办一致的优惠政策，以及享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办学、办医、养老等。

浏阳市出台投资十条“新政”

片片粽叶情
款款走四方

桑植粽叶产业年产值上亿元

让乐夫村“乐乎”起来乡村振兴纪实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汪
进）“身为党员，理应带头倡导文明新风。我决定取消老伴60
岁寿宴，请广大亲友支持。”近日，临澧县刻木山乡岩龙村老
党员谭德培向亲友发了一条“退客”短信。看到老党员带了
头，周边6户准备赈酒的群众也先后退掉了酒席。

4月以来， 临澧县大力倡导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先
后召开县文明委全会、 全县治理违规赈酒倡导文明新风工
作调度会，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不操办、不参与除婚丧事
宜外的酒席。县文明委牵头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和执法分队，向
乡村两级压实责任，组织干部分片包干，进村入户开展摸底调
查、巡回巡查、宣传教育、上门劝导等工作，形成治理违规赈酒
的强大声势。至4月底，全县共发放治理违规赈酒倡导文明新
风倡议书10.6万份， 签订承诺书近14万份， 劝阻违规赈酒
1254户，对13名违规赈酒的党员进行了组织处理。

为形成治理违规赈酒长效机制，临澧县还要求乡镇（街
道）、村（社区）建好治理工作统计台账，定期上报。各村（社
区）也纷纷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完善村规民约。

临澧狠刹“赈酒风”

雨花区家庭医生上门贴心服务

衡东：备战生态旅游文化节

岳阳：东洞庭湖放流“春片”

涟源实现
乡镇消防队全覆盖新闻集装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月 8日

第 2018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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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 1040 1222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838 173 317974

7 1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5月8日 第2018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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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3047072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0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373437
2 21026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07
75100

1449941
8661105

50
3108
58027
361904

3000
200
10
5

1405 09 15 3206

表
情
包

萌
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