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 （记者 戴
鹏 通讯员 肖晶 熊爽 王婵娟）“打
赢脱贫攻坚战， 是我们党对人民的
庄严承诺。 我和老伴都是90岁的人
了，没办法为脱贫出力，所以拿出10
万元存款交纳党费， 支持国家脱贫
攻坚。”5月12日，株洲市芦淞区枫溪
街道七斗冲社区五三机械厂生活区
一间老旧小屋里， 陈静霞把自己交
纳特殊党费的事说给大家听。

今年90岁的陈静霞是原航空工
业部五三机械厂离休干部。5月7日，
她和老伴将省吃俭用积下的10万元
离休金，交给芦淞区委组织部后，汇
入了中组部党费专用账户。

陈静霞是江苏无锡人，1949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毕业后先
后在上海、北京工作。1972年为支援
三线建设， 她调到沅陵县五三机械
厂，1990年随厂迁居株洲至今。

陈静霞和老伴住在老房子里，
室内摆设简单，没有一件新式家具。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陈静霞夫妇生
活俭朴，买菜、做饭都是自己来，两
人月生活费仅有1000元左右。

据悉， 陈静霞平时热心公益。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她向灾区
捐赠8400元。近年来，她还在社区公
共设施建设、资助孩子上学等方面，
捐款数万元。

90岁老人节衣缩食交纳10万元党费

跟妈妈说声“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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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3日讯 （记者 张
颐佳）“以前办理生育证要跑几个来
回，现在通过微信提交资料，简单便
捷多了。”5月13日，家住长沙市开福
区科大家园社区的邹畅刚通过微
信， 递交了二孩生育证申请。 这种
“不跑腿”“不见面” 的审批方式，让
她感觉很贴心。

为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工作，开福区全面梳理政务服务
事项，优化服务供给方式。近日，该
区伍家岭街道率先实现“不见面”审
批和“一趟清”改革。

伍家岭街道办事处主任尹显亮
介绍，街道居民通过关注“幸福伍家
岭”微信公众号进行注册，高龄津贴、
生育服务证、残疾人两项补贴、计生
证明等可直接递交资料，实现“不见

面”审批。街道和社区另外40项服务，
可全部实现代办或“一趟清”。

伍家岭街道各社区办事服务大
厅原有城管、人口、经济等8个服务
窗口，办证办事需专人专员。通过培
训，窗口缩减为3至4个“全岗通”，居
民在任何一个窗口都可“一岗受理、
一口讲清、一站到底”。而街道和社
区更多的人力“转战”网上后台，对
资料进行核实审批， 对不便上门的
群众由网格员或快递送达。

据了解，从今年2月开始，开福
区着力推进“不见面”审批（服务）改
革，开发了网上办事大厅、微
政务微信、政务APP、网上预
约系统等一系列“数据跑腿”
便民程序。开福区按照“全网
快办、全区通办、全天可办、

全程代办”的“四全”要求，已梳理了
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468项，目前
97%的事项实现了“最多跑一次”目
标。而伍家岭街道“不见面”审批和
“全岗通” 经验也将逐步在全区推
广，真正实现所有事项网上办、就近
办、一次办、马上办。

预计到9月底，开福区将建立完
善电子文件和证照信息共享机制和
监管机制， 实现数据资源集中归集
和跨层级、跨部门互认共享，基本实
现所有事项“最多跑一次” 即可办
好。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 （记者 姜
鸿丽 鲁融冰 通讯员 李璞 彭娟）5
月7日下午，明媚的阳光照进常德市
武陵区丹阳街道紫桥社区“车胤书
屋”，屋里近20人在埋头读书。当地
居民于红霞告诉记者：“我每天来这
里读读书。有了这么好的阅读场所，
我们这里读书的人多了， 邻里关系
也更好了。”

近年来， 常德市在完善社区硬
件设施的基础上， 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书香常德”“书香
社区”，推动全民阅读。从2015年6月
开始， 该市在武陵区率先开展社区
书屋建设，制定了社区书屋藏书量、

开放时间、 设施功能等7大标准，并
充分挖掘“车胤囊萤夜读”的典故，
凸显地方文化特色， 将社区书屋统
一命名为“车胤书屋”。

为建好“车胤书屋”，常德市采
取社区独办、社企联办、社馆合办等
不同模式，形成社会合力。常德市烟
草专卖局（公司）创办了“24小时不
打烊”的紫菱图书馆，受到常德市民
热捧，成为当地“最浪漫的读书地”、
城市精神地标，极大带动了“车胤书
屋”的发展，促进了全民阅读风尚的
形成。 今年紫菱图书馆交由芷兰街
道沙河社区运营管理后， 社区与公
司合作， 以新的思路致力将其打造

成为公共阅读空间和文化交流平
台， 吸引了一大批武陵青年来这里
学习、交流。

“车胤书屋”成为常德精神文明
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的一张闪亮名
片。目前，全市建成了50家社区书屋
并向市民免费开放， 已惠及读者80
多万人次。“车胤书屋” 像一只只萤
火虫点亮着“书香常德”，成为很多
人流连忘返之地。常德市民“闲来即
读书”的习惯正在养成，城市气质和
品格不断提升。“我们要依托车胤书
屋，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逐渐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常
德市相关负责人说。

97%事项实现
“最多跑一次”

伍家岭街道实现“不见面”审批或代办“一趟清”

建好社区书屋
推动全民阅读

已建成50家社区书屋，惠及读者80多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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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3日讯 （记者 李文耀 ）昨天，长沙市
第15届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湖南商学院举
行。国防科大张思钊团队的低收缩率壳聚糖气凝胶保温
隔热材料、凌奕晖团队的电梯故障实时预警系统、湖大
邹泽玉团队的Cu-Ti-Gr复合材料界面结构演变及微动
磨损、 长沙理工大学陈攀团队的塞伯睿智能分拣机器
人、长沙航空职院郭宇团队的精确钻孔便携式专用气动
工具、长沙环保职院熊一朴团队的生态葛仙米花浆产品
等6个创新创业项目，分获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组一
等奖。

长沙市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由长沙市科技领导
小组主办， 已持续举办15届， 极大调动了大学生们创新
创业的热情， 为科技创新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后备人才
团队。 今年的大赛共收到25所在长高校择优推荐的111
个科研创新项目，最终，来自国防科大、中南大学、湖南大
学等25所高校的42支团队参加了决赛。

5月11日，慈利县二坊坪镇二坊坪村，工人在安装污水处理设备。2017年7月，慈利县启动25个乡镇污水处理厂项
目建设，计划2019年年底全部建成。建成后，可实现生活污水处理能力2万吨每日，乡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80%以
上。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向珊珊 摄影报道

修建乡镇污水处理厂

长沙大学生
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举行

5月13日12时
50分， 长沙上空出
现了日晕景观。当
天，长沙、常德、娄
底等多地出现日晕
现象， 持续约半个
小时。 日晕是一种
大气光学现象，是
日光通过卷层云
时， 受到冰晶的折
射或反射而 形成
的。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郭立亮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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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

“妈妈，对不起！您受苦了。”5月
12日上午， 岳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六大队戒毒人员刚子（化名），在电
话中对远在重庆的妈妈说，“等我解
除戒毒后，一定接您回岳阳，好好孝
顺您。”

刚子今年33岁，6岁时爸爸不幸
去世，妈妈含辛茹苦，靠打零工将他
带大。大学毕业后，他在县里一家机
关单位工作，3年后被提拔为中层副
职。可好景不长，刚子渐渐迷恋上灯

红酒绿的生活而不能自拔，并染上毒
瘾。7年前，妈妈第一次把他送进了戒
毒所。刚子不但没有幡然悔悟，还记
恨妈妈， 解除戒毒后连家都不回。去
年10月， 刚子再次被送强制戒毒，他
妈妈一气之下远赴重庆打工。

妈妈一直在暗暗关注着刚子，
经常打电话向戒毒所民警了解他的
表现； 民警们也一直做刚子的思想
工作， 让他逐渐认识到吸毒对自己
对社会的危害和给妈妈带来的伤
害， 鼓励他在母亲节前夕给妈妈打
个电话。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来临，
岳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在戒毒人员
中开展“跟妈妈说声‘对不起’”主题
活动， 要求戒毒人员通过拨打亲情
电话或写信， 向自己的妈妈表达忏
悔和歉意。“亲情是戒毒良药。”戒毒
所民警告诉记者， 消除戒毒人员与
亲人之间的误会，得到亲人的谅解，
是对他们最大的鼓舞。 活动开展以
来，已有近200名戒毒人员给自己的
妈妈打了电话或写了信。

“这一声‘对不起’，我等了7年。感
谢你们对刚子的耐心教育。” 当天中
午， 刚子的妈妈给民警打来电话，“我
会在端午节前回岳阳， 来戒毒所看望
儿子，希望他这次是真的醒悟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月 13日

第 2018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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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 1040 1238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36 173 265728

3 1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5月13日 第2018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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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7515828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8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4 30535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70
55282

1101728
9700312

24
1865
37751
326108

3000
200
10
5

1606 22 25 3318

湖南日报5月13日讯 （记者 肖
洋桂 通讯员 刘卫平 张纯 ） 当前
正是油菜收割高峰期。 连日来，记
者在常德市西湖管理区油菜田间
走访， 没有发现焚烧秸秆行为。原
来，今年西湖管理区探索出综合利
用秸秆新模式，将当地4000吨油菜
秸秆“变身”为有机肥。

在湖南德人牧业奶牛养殖基地
有机肥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一车车

满载油菜秸秆的货车驶入。随着机器
轰鸣，成堆的油菜秸秆很快化为一堆
木屑。这些木屑作为辅料，与奶牛场
内的粪便搅拌、发酵、烘干、粉碎、造
粒后，成为黑色的有机肥颗粒。

前来提供技术指导的山东康培
斯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陈
黎亮介绍， 油菜秸秆有机质含量高
达80%左右，经降解发酵，可转化为
氨基酸，与牛粪拌在一起，是很好的

有机肥。土地施用后不会板结，农作
物病虫害也会减少。 德人牧业一年
可生产这样的有机肥上万吨。

当天下午， 当地村民袁世武在
地里收割油菜，打落菜籽后，将秸秆
整齐摆放在田埂旁，以便车辆运走。
袁世武说：“秸秆焚烧污染环境，可
堆在地里又碍事。现在好了，秸秆还
可以卖钱，每吨可卖300多元。”

目前， 西湖管理区周边的农户
也纷纷将秸秆运往德人牧业。 区农
业局局长刘登勇介绍，今年“不燃一
把火、不冒一处烟”，秸秆综合利用
率有望达到80%。

不燃一把火 不冒一处烟
西湖管理区秸秆“变身”有机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