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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周剑锋）近日，邵阳市委组
织部对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不力的
洞口县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进行了约
谈， 这是邵阳市开展以党建促脱贫攻
坚以来的首次约谈，是迅速落实“三张
清单”，提升基层党组织在扶贫领域中
战斗力的一项有力举措。

今年4月中旬起，邵阳市推出以党
建促脱贫攻坚的新举措， 并从各级党
委组织部长自身抓起， 坚持“刀刃向
内”，切实解决组工干部在脱贫攻坚中
的作风、 感情、 能力问题。 要求各县
（市、区）委组织部长、乡镇党委书记与
组织委员每天填写“抓党建促脱贫攻
坚工作履职日志”， 实行一周一汇报、

一月一审核， 并将党建工作日志纳入
每次市县党建督导工作必查内容。

5月3日至4日，邵阳市委组织部分
6个督导组，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
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
插现场，对县（市、区）委组织部长、邵
阳经开区党工委分管副书记扶贫联系
点，就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传达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党的组织生
活制度等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共查出
问题80余条。

5月12日， 邵阳市委召开
组织部长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三张清单”交办会议，对督查
中查出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
交办整改。 同时，邵阳市委组

织部列出了组织部长抓党建促脱贫攻
坚责任清单与措施清单， 要求全市分
层分级建立抓基层党建责任、问题、措
施“三张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
化实施， 确保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各项
重点任务延伸到基层， 并把各级党委
组织部长联系的贫困村打造成脱贫攻
坚示范村， 为全市提供可借鉴、 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确保脱贫目标任务
圆满完成。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严非平）接过一枝菊花，人们
依次走进灵堂……5月22日，华容县治
河渡镇治河社区居民黄云涛为其去世
的母亲举行了一个简朴的葬礼。 当地
居民介绍， 县里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治婚丧陋习、刹人情歪风”，现在乡村
新风扑面。

去年4月，华容县成立由县委书记
任组长的“治陋习、树新风”专项整治
领导小组，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其他不办”。 各乡镇也成立相应机构，
组建新风尚志愿者劝导队和村（社区）
红白理事会，向婚丧陋习开刀，狠刹人
情歪风。

“‘治陋习、树新风’涉及千家万
户，做好这项工作不容易。”华容县“治
陋”办副主任张宏说，他们先抓住党员
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组织全县3万多名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签订依纪依规操
办婚丧事宜承诺书， 对违纪违规操办
者予以严肃处理。 目前，县纪委、县监
委已查处违规办宴典型案件36起，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53人、诫勉谈话42人。

同时，华容县发动基层党员干部，
耐心细致做好广大群众的思想工作。
发现有人准备大操大办，基层干部、红
白理事会成员轮番上阵做工作， 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磨破嘴皮劝导。 并做
好建章立制工作， 在广泛听取意见的

基础上，制订村规民约。 一年多来，全
县共劝退违规办酒3500多例、违规吃
酒15万多人次，为群众节约开支1.5亿
元， 并成为全省第一个全面实现城乡
禁鞭炮限彩虹门的县（市）。

在“治”的基础上，华容县还特别
注重做好“树”的工作。今年，经广泛征
集、筛选、甄别，县乡两级共推出“集体
婚礼”“鲜花祭祀”“节地生态葬” 等新
风项目35个。“这只是‘治陋习、树新
风’迈出的第一步。 ”华容县委主要负
责人说，今年要突出“其他不办”这个
重点，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实现禁倡条
款有效落实。 力争到2019年，“其他不
办”完全做到，新风尚形成主流。

香花井村：
“光棍村”变成“花果园”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5月15日，记者来到江永县兰溪瑶族乡香花井村，见千
亩桃园里，黄桃、油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 果农们忙着采摘
桃子，将一车车鲜桃销往各地。

“我种的10亩黄桃马上卖完，20亩油桃过几天开始采
摘。 ”在桃子种植大户唐雨花的果园里，光亮鲜艳的桃子压
满枝头。 唐雨花一边组织人采摘、挑选、装箱，等待外运，一
边告诉记者，这里过去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男人大多娶不
到媳妇，是全县有名的“光棍村”。

今年36岁的唐雨花是湘乡市人，现在是村妇委会主任。 十
几年前，她在广东打工时认识了香花井村村民何红平。 第一次
来到香花井，看到这里山路崎岖、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恶劣，唐
雨花当时想退缩，但考虑到何红平本分老实，犹豫再三，还是决
定给男友一个机会，希望他能尽快改变贫困现状。

于是，何红平告别打工生涯，卷起铺盖回到家乡，开荒
种了30亩南丰蜜橘。还与村民们一起，修通了10.8公里村道。

2005年，唐雨花、何红平喜结连理。婚后，这对80后夫妻
劈山凿石，种植南丰蜜橘、脐橙、桃子等果树80多亩。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村里年轻人见何红平种果树赚
了钱，娶回了漂亮妻子，纷纷效仿，憋着的一股子劲终于爆
发。 大家撸起袖子开荒种果，全村共种植桃树、夏橙、脐橙等
优质水果2000多亩。

几年奋斗，穷山村变成当地有名的“花果园”。 如今，一
栋栋新房拔地而起，一辆辆小车开进了瑶寨。

村里的小伙子们再也不愁娶不到媳妇了。 这几年，先后
有40多个省外的姑娘慕名嫁到了香花井村。

“这里原来到处是荒山秃岭，穷得很，我当时嫁来不久
也想走呢。 ”河北邯郸姑娘郑建麦嫁到香花井村已有9个年
头，谈起村里的变化感慨万千。 可喜的是，现在郑建麦家不
仅建起了自己的果园，还经营着一家农资店，生意红火。

“贫穷不可怕，奋斗就有幸福。 现在，我们有房有车、有
儿有女，生活越来越好。 ”唐雨花开心地说。

全球首条连续压机秸秆板
生产线在安仁投产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唐志卓）5
月29日，由湖南粮食集团斥资6.5亿元投建的秸出板材“零甲
醛秸秆生态板”项目在安仁县顺利投产。 秸出板材的“零甲
醛秸秆生态板”项目引进全球首条连续压机秸秆板生产线，
该生产线将年消耗稻草秸秆18万吨， 并形成年产15万立方
米裸板、200万张贴面板及40万件家具的产业链，年产值达3
亿多元。

秸出板材的“零甲醛秸秆生态板”项目主要利用水稻秸
秆、枝丫材、稻壳、木屑、竹屑等农林剩余物为原材料，生产
零甲醛生态板材。 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家具制作、建筑装修、
教育、医疗卫生等特殊应用领域。 尤其是通过对水稻秸秆等
的回收利用，减少了木材的消耗量，保证森林的覆盖率。

“与传统的板材相比，稻草制成的零甲醛生态板除了环
保之外，还更加结实、韧性更强，且耐水泡。 ”湖南粮食集团
秸出板材安仁工厂相关负责人介绍， 市场对环保板材要求
越来越高，零甲醛的稻草秸秆生态板材不仅市场前景可观，
更可开创无醛家居新时代。 投产当天，该企业还与多家一线
家居品牌企业签订供货协议。

宁远治理环境释放
“绿色福利”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刘庚旺 欧阳友忠 骆力军）5月28日， 宁远县环
保巡逻队在饮用水水源地水市水库上游开展巡
逻，清理河岸垃圾和水上漂浮物，制止游泳、垂
钓、 摆渡等行为。 经过治理的水市水库碧波荡
漾，清澈见底，再现美景。

宁远县是湘江源头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近
年来，该县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立
县”作为首要发展战略。 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和省森林城市为目标，深入实施湘江保
护和环境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制定了《宁远县“环
境治理”战役实施方案》；实施“强规、增绿、洁地、
净水、治气”五大工程，完成了九嶷山国家自然保
护区总体规划修编；全面禁采禁伐，封山育林，启
动环境治理重点项目15个，总投资28.41亿元，建
设九嶷河湿地公园等生态公园10个。

该县实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对县城排
污管网进行提质改造，开展“厕所革命”，治理厕
所粪污，建设县城公共厕所33个，计划新建农村
卫厕所3.32万个。全面落实“河长制”，严格畜禽养
殖污染治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耕地保护、土地
开发整理。 整治“散乱污”企业废气污染，关停、淘
汰规划区内建筑砖厂。 城区城郊全面实现禁放烟
花爆竹， 关停关闭违法企业58家， 淘汰黄标车
1221辆。同时，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今年新增完
成人工造林5.13万亩，建成国家及省级生态文明
示范村镇26个。为保护九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生
态环境，关闭了位于癞子山原铅锌矿区的52个采
矿点，并对矿山进行综合开发，废弃矿山重披绿
装，变身为地质生态公园。

扎实的环境治理措施， 让人民群众从中享受
巨大的“绿色福利”。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65%以上，
空气质量、地表水和饮用水均达国家一级标准。该
县连续3年被评为全省“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十
佳县”，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每
年吸引海内外游客800万人次以上。

金慧

迎着朝阳，5月24日， 长沙市救助
管理站副站长李锋带队，一行三人，带
着涛涛（化名）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此
时，在600多公里之外的河南平顶山，
一大家子人早已候着。为了这一天，他
们盼了4年。

在高铁站门口，29岁的涛涛一身
灰色运动装，一双凉拖鞋，手里提着简
单的行李。因患有精神疾病，他完全无
法与人交流。

马上要检票了， 涛涛忽然把手上
的行李一扔， 转身就跑， 看见情况不
对，工作人员大喊一声“站住！ ”，十分
迅速地抓住了涛涛的衣袖， 大家一起
搀着涛涛进站搭车。

这一小插曲后， 大家都变得十分
谨慎了。

李锋告诉记者， 涛涛是2014年6
月被警察送到救助站来的，根据“先治

疗再救助”的原则，涛涛在长沙市精神
病医院进行了4年的康复治疗。 期间，
救助站想尽了一切办法为涛涛找家，
比如录入信息推送到全国救助寻亲
网、刊登报纸寻亲、DNA比对等，最后
都无果而终。所幸今年，在长沙市公安
局的帮助下，通过综合研判，最终才找
到了涛涛的身份信息。

“我们通过与公安部门合作对流
浪人员进行综合研判， 今年已经为50
多位长期滞留的智障人员找到了家。”
李锋告诉记者， 公安部门通过人脸识
别技术， 能迅速准确地判断该人员的
身份信息， 大大提高救助工作的效率
和效果，而这一新技术的应用，长沙走
在全国的前列。

车子开到了涛涛家门口， 一大家
子人早就在门口盼着，一下车，一圈人
都拥了上来，姐姐、叔叔、姑姑大家都
抱着涛涛哭，邻居们看到此情此景，也
都纷纷抹眼泪。

“回家了，咱进屋。”涛涛的姐姐搀
着涛涛，走进了空荡荡的家里。姑姑看
涛涛穿得干干净净， 长胖了， 也变白
了，十分感动这些年孩子没有吃苦。

从大家的讲述中得知， 涛涛的父
亲去世得早，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涛涛
2014年走失的时候还在厂里打工。 为
了寻找涛涛， 大家不仅在网上发布信
息，还曾去过焦作、安阳、郑州、洛阳等
地寻亲，最后都失望而归。

“孩子到底流落何方了？是不是都
不在了？ 如果往北方去，天这么冷，有
没有衣服穿？”三叔说起这些年的担心
和艰难，不禁落泪。

是啊，如果你不曾失去，就不会明
白拥有多美好； 如果你不曾经历过绝
望，就不会懂得希望有多难得。当地政
府部门表示，等涛涛新身份证办好后，
将会为他申请低保。 三叔说，接下来，
一家人会一起想办法，为涛涛治病，只
要大家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

常德“路长制”让道路更通畅

对拥堵道路
实行责任包保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唐芳）今天上午11时许，常德市城区朗州路与校
场街交会路口， 交警雷辉元作为这里的“路段
长”，正和同事运用斑马线干预法指挥交通。 口
哨声中，人车有序通行，一派和谐。 这是常德交
警推行道路交通管理“路长制”的一个缩影。

目前，常德市城区机动车保有量已达35万辆，
其中小汽车达22万辆， 局部路段已经出现交通拥
堵。 因此，从4月1日起，常德交警部门对相对拥堵
的朗州路、建设路、人民路、洞庭大道、鼎城路等10
条道路实行责任包保，形成了由支队长、大队长、
中队长共同负责、各科室通力配合的“路长、分路
长、路段长”三级路长制，力争缓解当前拥堵状况。

“路长制”着力建立“四项机制”，即交通科学
管理研判机制、交通勤务快速反应机制、交通秩序
常态整治机制、交通管理考核奖惩机制。近两个月
来，交警部门通过实地研判道路拥堵原因，精准施
策，已经优化整改交通管理难点78处；“路长制”10
条道路共布置100多个执勤点， 推动警力下沉，以
便快速反应；各级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及时发
现拥堵并调度就近警力处置。 此外， 警方严管重
压，整治交通违法行为，增强市民守法出行意识。

“路长制”运行以来，常德市城区环比交通
拥堵减轻。高德交通平台显示，4月份10条“路长
制” 道路拥堵明显减少， 早晚高峰平均车速达
30.3公里 /时， 平均交通拥堵指数环比下降
5.99%， 在全国334个地级行政区中排名200名
以后，处于交通拥堵较轻水平。

平江城乡一体
保饮水安全

全县自来水普及率达76.66%
� � �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徐典波）平江县供
水枢纽工程二期工程配水主管道土建安装接近尾
声，城关、安定、加义、梅仙等4个配水站（厂）建设已
相继竣工。今天，该县水务局局长李立明告诉记者，
今年6月底，平江供水枢纽工程二期工程竣工后，将
有11个乡镇48.7万人喝上安全、放心水。

近年来，平江县按照“城乡供水一体化、区
域供水规模化、工程建管专业化”的思路，开展
农村饮水安全集中攻坚。坚持规划引领，编制了

“十三五”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建设平江供水
枢纽及北部供水枢纽工程， 解决和改善17个乡
镇饮水问题；以单村工程解决137个贫困村饮水
安全问题； 实施449所学校12万师生饮用水保
障工程； 对7个乡镇现有水厂进行升级改造，可
服务10.36万人。 县委书记、县长挂帅，督导中小
学（幼儿园）饮水安全、平江供水枢纽工程等重
点项目建设。 建立定期调度、专题督查、约谈问
责等机制，目前已约谈乡镇长8人。

平江县从多渠道加大农村饮水安全投入，
总投资已达11.2亿元。 该县还引入公司化运作，
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有人建， 有人用， 有人
管”，逐步将各乡镇集镇以及“千吨万人”水厂移
交县自来水公司管理。目前，全县已解决79万人
饮水安全问题，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6.66%。

沅江一线大堤
安装6000套照明设备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通讯员 廖文 记者 龚柏威）5月

28日，在沅江市长春垸东线防洪大堤内坡，几名施工人员顶
着烈日，忙着架设照明设备。

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今年3月18日，沅江市堤防牵灯
照明工程动工，工程投资1180万元，在全市9大堤垸310公里
防洪大堤上埋设电杆6000根、安装灯具6000套。 目前，已完
成施工总任务90%，预计10个工作日内可全面完工。

工程完工后，沅江市一线防洪大堤将改变靠手电、马灯
查险处险的历史，实现电灯照明，便于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
险情，进一步夯实防洪基础，为平安度汛提供保障。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肖斌辉 何雯）5月26日，新
邵县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中心大厅
里人来人往。 当地在县外就医的一些
贫困群众来到这里， 短时间内就办好
了各类医疗报销手续。据了解，自5月9
日该中心成立后， 该县11万余贫困群
众无论在全国哪家医院就诊， 都能按
政策享受到快捷高效的服务。

去年，新邵县在县内19家定点医疗
机构提供“一站式”结算服务，覆盖全县
16个乡镇卫生院和3家公立医院。 为更
好解决贫困群众在外地非定点医疗报
销申办程序繁琐、需在多部门之间来回
跑的问题，今年，该县整合卫生、计生、
财政、民政、医保、社会保险等部门，成
立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中心，主要办
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非县内定点医疗

机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业务。 结算时，
贫困户只需提供本人医保卡、有效身份
证或全家户口簿、 住院凭证、“两卡两
折”等，通过中心内设服务窗口办理业
务，即可享受基本医疗、大病保险、扶贫
特惠保、医疗救助、政府兜底保障5项政
策待遇，实际补偿率可达90%。

目前，已有9100多人次享受“一
站式”结算服务。

邵阳:“三张清单”促脱贫

华容：“革陋扬新”倡文明
一年多来为群众节约开支1.5亿元

乡村振兴纪实

4年苦苦找寻 长沙救助站千里送亲

新邵推出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

增殖放流
5月29日上午，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
2018年鱼类（夏花）
增殖放流活动在长
沙市望城区蔡家洲
举行，共有4000万尾
3至4厘米长的“四大
家鱼”夏花鱼苗放流
湘江，将促进水生生
态的保护和修复，增
殖湘江水生生物资
源。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王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 月 29 日

第 2018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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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 1040 710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89 173 188397

9 7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5月29日 第2018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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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3156349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5
二等奖 21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915270
7 8056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086
109024
1821534
9605304

60
3671
64818
327427

3000
200
10
5

0710 12 18 2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