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让德育教育、民俗文化等
融入学生兴趣活动， 真正把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成孩子们的乐园。”日前，全省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推进会在邵阳县
举行，邵阳县作了典型发言。

邵阳县现有义务教育学校179所，
在校学生8.8万多人， 其中留守儿童3.2
万余人， 占学生总数36%以上。2011年
来，该县加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寓教

于乐，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县先后投入
资金2130万元，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25
个，实现全县20个乡镇全覆盖。在建好
少年宫的基础上， 该县大力开展第二课
堂活动，以科技、艺术、体育活动为重点，
包括书法、美术、剪纸、摄影、舞蹈、球类、
棋类、科普等，培养学生个性特长。孩子
们在老师指导下尽情展示才艺、 放飞梦
想，享受成长的快乐。

邵阳县还以乡村学校少年宫为阵地，

深入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将当地非物
质文化遗产蓝印花布、踩高跷、扎故事、布袋
戏、根雕、棕编等逐步引入校园，让广大中小
学生感受地方非遗文化的魅力。如今，在该
县乡村学校少年宫， 孩子们不但能学习舞
蹈、声乐、绘画、书法等，还能通过传统艺人
手把手传授，学习剪纸、竹刻、棕编、蓝印花
布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手工艺。

据了解，近年来，在中小学生书法、“三
独”（独唱独奏独舞）、围棋、机器人、科技创

新等竞赛中， 邵阳县有37名学生获省级奖
励，并有1件作品获全国一等奖。邵阳县学
生还有53件作品获得国家专利；在韩国举
行的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中，有2名学生分
获金奖、银奖。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戴鹏）
签约居民就诊全年免挂号费、诊查费、注
射费、药事成本费，“个性包”检验检查项
目打折优惠……6月中旬，记者到株洲市
荷塘区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情况时，
工作人员介绍， 该区以服务包的形式推
出有偿签约， 居民除能享受基本公共卫
生及健康管理服务外， 还能享受到更多
基本医疗服务。

去年9月，荷塘区在全省率先推出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1+N”模式，今年5月初
正式开始签约。“1+N” 是该区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升级版，核心是“基础包+个性
包”，签约居民每年个人承担8元钱，即可
享受原本每人每年40元的基础服务包，
并可根据自身需求，选购多种类型的“个
性包”。居民签约15天后，在就诊、用药等
方面，还能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

荷塘区明照街道居民王洪第一时间
体验了一番“个性包”服务。今年60岁出

头的王洪去年不幸中风， 导致无法正常走
路，签约家庭医生时，他花180元钱购买了
“失能半失能包”， 可享受原本价值255元
的服务，并在卫生院检查肝功能、肾功能、
血脂等项目时，享受8折优惠。“失能半失能
包” 是明照卫生院为失能半失能患者推出
的“个性包”，包括一年内可享受1次健康体
检、3次推拿和穴位敷贴、4次上门指导康
复训练和家庭病床服务， 以及全年免费健
康管理师指导和健康咨询等。“能享受这么

多服务，我们很满意。”当地一位在进行康
复训练的患者对记者说。

“不仅常住居民，在荷塘区居住半年以
上的流动人口也可签约‘1+N’家庭医生服
务，全区有近30万居民将直接受益。”荷塘
区卫计局负责人介绍， 为提高家庭医生工
作效率， 该区已全面升级基层卫生信息系
统，并添加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模块。卫生
主管部门将实时监控、 统计家庭医生服务
情况，并及时调配家庭医生服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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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9日讯（李曼斯）
今天，宁乡市金玉工业集中区联合长
沙礼恩派拉线工业有限公司在宁乡
市流沙河镇举行大规模现场招聘会。
礼恩派公司是全球顶级汽车拉线供
应商，在全球设有140家工厂。此次该
公司长沙生产基地专门面向宁乡西
部乡镇提供100个就业岗位， 公司将
为员工购买五险一金，包食宿，月工
资4500元。“就业扶贫是助推精准脱
贫的有效方式。金玉工业集中区今后
还会组织更多的优质企业，面向宁乡
西部乡镇提供就业岗位。” 金玉工业
集中区招商科长彭文华介绍。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通讯员
邹庆良 廖艳 王劲）近日，石鼓区监
委向区财政局（国资管理中心）发出首
份监察建议书，针对监督管理不力、监
管单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提
出监察建议。该区以问题为导向，迅速
成立由区财政局牵头的清查小组，会
同区审计局、 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等
职能部门， 采取实物盘点与账务核查
相结合的方式，实地逐一清点、丈量、
登记，“以物对账，以账查物”，限时对
全区国有资产进行“拉网式” 清查核
实，要求一个单位不能缺、一项财产不
能漏，确保不留死角、不留后遗症。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金慧）6月19
日是全国第六个救助机构开放日，今
天，长沙救助站以“推进阳光救助，履
行兜底职责” 为主题举行开放日主题
体验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热心市
民100余人参与，现场零距离感受长沙
救助工作。

救助站以现场讲解、宣传册、宣传展

板等方式，宣传救助管理政策，介绍救助
管理工作对象、方式、流程等，展示近年
来救助管理工作的帮扶情况。

“比我想象中好多了，环境好，服务
好，条件好。”雨花区的邹爹爹在报纸上
看到开放日活动，正好自己有时间，便主
动报名参加， 没想到现在政府对社会底
层人员的救助帮扶已经如此完善了。据

长沙救助站负责人介绍，目前的救助对象
中，60%以上都是智障人员、精神病障碍患
者、海默尔走失老人，他们基本无法提供
有效家庭信息。为此，救助站积极创新寻
亲服务方式， 完善工作机制， 大力开展
“让爱回家，党员先行”等活动，创建“互联
网+”寻亲、建立“大数据+”寻亲、开辟“实
地+”寻亲，取得了一系列成效。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丁浓芳 鲁絮）“好家伙好家伙，
风清穿眼壳月明土家乐， 一村和平好事
多好事多；好家伙好家伙，春种朝阳坡秋
收农家乐，天下和平好运多好运多……”
6月19日，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四都坪乡
和平村， 一首由张家界文艺志愿者小分
队为该村量身打造的文化展示和旅游宣
传歌曲《好家伙》，唱进了村民心窝窝，唱
出了农村新风尚。

今年以来， 张家界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助力脱贫攻坚·到
人民中去”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由张
家界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组建“乌兰牧骑”
式文艺志愿者小分队， 深入贫困地区、乡
镇村组，从文艺服务、文化发展、“结对子、
种文化” 等方面开展一系列文艺扶贫活
动，以文艺助推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文化
振兴。

活动中， 该市200多名文艺家参加各
种文艺志愿者队伍， 已开展面向不同人
群、不同类别的文艺活动30余场次，利用
资源优势，为老百姓拍照片、写对联、写诗
词、写歌曲等，服务人数达20000余人次。
部分文艺志愿者还与村民“一对一”结对
子，从文化发展、产业促进、资源整合、扶
危济困等方面参与扶贫攻坚。

通讯员 杨万里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好美呵，这么大一片荷花，成花海
了。”6月13日，来自广东清远、广西桂林、
湖南衡阳等地180多名游客大清早驱车
来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高贤村荷花基
地赏花、观景、拍照，他们频发微信，留下
自己美好的回忆。

连日来，由于高温高湿的天气，高贤
村2000余亩荷花大面积开花，每天有六
七千人来此观光赏景， 乡村旅游车水马
龙。

高贤村荷花种植基地， 是永州市零
陵区打造的“进城、下乡、入水”全域旅游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 该区多方投
入资金3000多万元， 采取规范化管理、

企业化经营、“公司+农户+市场”等运
作模式，在高贤村连片租田2010亩建荷
塘，种观赏荷花90多个品种，荷塘套养
小龙虾6万斤，养青蛙和泥鳅20余万尾。
与此同时， 用北方优质防水松木修建栈
道宽2米、长2.5公里，修建风雨桥2座、休
闲亭1座， 新建了游客中心和大型停车
场。

“进入5月，外地内地旅游、休闲团队
和亲子游来荷塘四处观花，八面享景，随
意垂钓、乐采藕尖的人络绎不绝。”高贤
村村支部第一支书沈胜杰说。

“根据不同人群的爱好，感受不一样
的生活乐趣，今年在荷塘增添了1000根
钓竿， 满足中小学生和垂钓爱好者的好
奇心。近1个月来，每天来荷塘钓龙虾、青

蛙的有100多人， 每天龙虾收入达4000
元。” 荷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理何志军
一边给游客引路，一边对记者说，“随着荷
花盛开，全村栈道和休闲亭上六七个卖矿
泉水和冷饮的大妈每天收入都有两三百
元，几家餐馆更是异常火热，天天爆满，排
队就餐。”

“今年，全村2000余亩荷花莲蓬大约
收入600万元，龙虾收入200万元，加上采
藕尖、卖冷饮、办餐馆、土地入股分红等收
入，今年全村户均增收在1.2万元以上。”该
村村主任魏再恒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目前， 高贤村正在围绕田园综合体、
生态经济、乡村振兴和“永州之野”精品旅
游线路精心打造地方特色。今年将建观赏
桃园、梨园、水果园13个，四季花60余亩。

“乡村学校少年宫”造福乡里娃
25个少年宫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1+N”家庭医生贴心服务群众
近30万居民将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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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举行救助开放日活动
100多名市民零距离感受救助工作

彰显文艺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在农村,以前通常只办一个宅基地土地使用证,没有
办理房产证。日前，衡阳县在界牌陶瓷工业园举行的全县
农村不动产统一登记宅基地证书首发仪式上， 唐福村村
民钟建国、曾正桥等10名权利人领取了《不动产权证书》。

近年来，随着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全面落地，农民产
权意识不断增强，对不动产权登记的要求日益强烈。据介
绍，两年前，衡阳县正式启动不动产统一登记发证工作，
但不动产统一登记发证一直局限于城镇， 农村不动产统
一登记证书在农村发放尚属首次。 衡阳县不动产登记中
心主任陈长江告诉记者，这次统一登记发证，把农村居民
的土地、房屋、林权等地上附着物实行一次性统一登记，
与过去的分散登记的区别就在于多证合一。

为落实农村不动产登记需要， 打通不动产登记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衡阳县还在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设
立不动产登记窗口， 乡镇窗口将承担不动产登记业务的
受理和初审工作，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审核、发证和归
档工作，农户如需办理不动产证，只要到当地不动产登记
窗口提交资料申请即可。

农民也有了“房产证”
衡阳县首发农村不动产宅基地证书

高贤村：百竿钓龙虾 一品“荷天下”
乡村振兴纪实

石鼓区：
发出首份监察建议书

宁乡：
就业岗位送到家门口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19日

第 2018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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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 1040 9068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42 173 232166

8 9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6月19日 第2018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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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89211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3
二等奖 13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439454
6 16950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71
76700

1336647
7810410

47
2606
46968
269895

3000
200
10
5

1009 16 19 2715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记者 王文）长沙市新建商品
住宅全装修实施细则已经出台， 新建商品住宅全装修价
格如何核算？长沙市住建委日前印发了《关于新建商品住
宅全装修价格核算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新建商品住宅全装修部分价格(套内装
修部分)， 须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进行核
算。 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在长沙建设工程造价网咨询单
位抽选系统中随机抽选。

《通知》明确，新建商品住宅全装修价格核算，应编制
工程量清单，清单内容描述须注明装修内容、部位、其中
主要材料及洁具、家具、厨柜、电气设备品牌、规格（设备
还须标明技术参数）、材质、颜色、型号、产品系列号。经对
消耗量标准中的工日量与市场实物量工资单价对比测
算，全装修价格核算时，消耗量标准工日单价(包括安装、
装饰)按140元/天计算。

《通知》强调，全装修主要材料、设备价格按实际价格计
算(不得高于本市市场实际零售价格)；公共部分装修、普通
入户门、室内排水、强(弱)�电的配管、配线，应计入毛坯房价
格，不计入全装修价格；其他费用包含设计费、监理费、检测
费、预算核算费等,�其总额不超过工程费的3.0%。

全装修房价格如何核算
长沙市出台新规

6月13日，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员工在株洲云田———长沙红星Ⅱ回π入星城220kV线路工程上进行间隔棒安装施工。该公
司开展电网项目建设“630攻坚”活动，着力解决输送能力受限、供电能力不足、变电设备过载、变电站遗留土地权证办理等问题，计
划到今年6月30日，建成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电网建设项目。 小兵 周波 摄影报道

国网“630攻坚”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张恬）登
杆、拉线、装接……今天，在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铺街道兴
隆村，130多名电力工人在高温下挥汗如雨。这是长沙电
网建设“630攻坚”行动10千伏大托线的改造工程现场。

投运于2000年的10千伏大托输电线全长约27.3公里，
为地处长株潭融城核心腹地的大托片区提供电力供应。近
年来，随着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用电负荷逐年攀升。由于线
路和设备自然老化严重，线路过载故障频发，周边居民生活
生产用电受到影响。今年年初，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将该线路
纳入“630攻坚”行动城市配电网建设改造项目。

记者在现场看到，十几米的电杆上，高空作业的电力
工人熟练地将新的绝缘导线穿过锁套， 通过地面作业人
员配合牵扯回收旧导线， 新旧导线随着滑轮完成了空中
“接力”。该公司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邓霏介绍，本次优化
改造线路长约8.8公里，将分两次施工。

据了解，按照之前的电网规模，长沙地区今年夏季高
峰负荷时段电力缺口预计达到120万千瓦。 长沙电网建
设“630攻坚”行动以消除电网现阶段供电能力“卡脖子”
问题为重点，确保到6月30日建成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
批电网建设项目，大幅优化网架结构，设备质量和供电可
靠性显著提升，基本解决长沙城区配电网供电能力不足、
变电设备过载、负控能力不强等问题。项目全面竣工后，
将解决长沙城区电力输送能力受限问题， 为今夏用电高
峰提供坚实的电力供应保障。

截至目前，长沙电网建设“630攻坚”行动城市配电网
建设工程63个批次、1231个单项工程， 已全面进入冲刺
阶段，竣工率达90%。

长沙电网建设“630攻坚”
进入冲刺阶段

城市配电网建设项目90%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