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娄底城区219套
公租房摇号分配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乐葵）6月19日， 娄底市中
心城区2018年度第一批共219套公租
房摇号分房，219户符合条件的市民
即将入住公租房。

近年来，娄底市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已建设罗家、大屋、城西等11个公租房
小区。共计申报公租房10569套，已竣工
9839套，分配入住9155套。目前，娄底中
心城区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已实现应保
尽保，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已逐
步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就业人员的
住房困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新田为特困供养对象
购买住院护理保险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郑群 彭明军)6月22日，新
田县政府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新田支公司支付45.65万元，按
每人每年250元的标准，为全县1826名
特困供养对象购买“住院护理保险”。

在保险期内， 特困供养对象因遭
受意外伤害、 疾病在乡镇卫生院及县
级医院住院治疗时， 保险公司将向特
困供养对象支付生活护理费用(限护理
人员工资)，标准为：在乡镇医院治疗，
实行半护理的， 护理人员工资每天90
元，实行全护理的，护理人员工资每天
110元；在县级医院治疗，实行半护理
的，护理人员工资每天110元，实行全
护理的，护理人员工资每天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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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龚卫国 邓联军）“种了1亩多黑木
耳，纯收入有7000多元；在村里黑木耳基
地务工，年收入有8000多元，今年脱贫不
成问题。”6月21日， 芷江侗族自治县洞下
场乡天堂坪村贫困户杨镇铭说，村里由龙
头企业带动，引导55户贫困户参与发展黑
木耳产业，去年户均增收6120元。

近年来， 芷江把产业扶贫作为精准
扶贫的着力点，以“四跟四走”为主要模

式，大力实施“一村一品”“一户一产业”
工程。县里按照每村30万元的标准，帮助
84个贫困村发展柑橘、芷江鸭、高山葡萄
等“一村一品”产业。目前，建成光伏电站
84座，种植葡萄4.2万亩、水蜜桃2万亩、柑
橘19.65万亩，养殖芷江鸭860万羽、绿壳
蛋鸡240万羽等，贫困村集体经济村年均
增收4万余元。 同时， 投入产业奖补资金
5119.4万元， 帮助12484户44930名贫困
人口发展产业，人均年增收1200元。

为推动扶贫产业发展， 芷江整合人
社、农业、扶贫等部门资源，开展多项专
题培训，并组织乡镇农技站、经管站、畜
牧站技术人员，为贫困户提供林果栽培、
养殖等技术指导。 芷江镇高冲村贫困户
江贤武在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帮扶下，
去年种柑橘纯收入1.8万元， 摘掉了贫
困帽。县里还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
贫困户” 利益连结机制， 采取直接帮
扶、委托帮扶和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

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 芷江民丰农牧实
业有限公司建设芷江鸭大棚基地12个
2.35万平方米，帮扶贫困户433户1480人
发展芷江鸭养殖， 去年出栏芷江鸭135
万羽，人均增收6000元。

� � � �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黎治国 蔡娜 ）“逢年无事来赈
酒，害苦亲朋和好友。”如今，行走在桑植
县乡村， 随处可见接地气的宣传标语。6
月中旬， 八大公山镇马龙山村村民徐定
桃说：“治理违规赈酒，就是要大张旗鼓、
振聋发聩。”

“‘赈酒风’极易滋生腐败。对这种群
众反映强烈、 有损群众利益的违规赈酒
必须‘零容忍’。”桑植县委主要负责人要

求从领导干部抓起，尤其管住“一把手”
和有一定权力的公职人员。5年前， 桑植
县为遏制“赈酒风”，制定出台《狠刹违规
赈酒风实施方案》， 实行县乡村三级联
动，宣传到户，预先劝导，现场蹲点，热线
举报，一系列措施落实到位，违规赈酒风
日渐式微。

为防止违规赈酒风反弹，桑植县于今
年初开展“规范操办酒席、树立文明新风”
专项整治，出台《桑植县规范操办酒席的规

定》，要求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坚决抵制违
规“赈酒”陋习，从自家做起，做好表率；带
头引导亲属、朋友和周围群众，及时劝阻、
制止各种陈规陋习和违规赈酒行为。

营造舆论氛围，修订《村规民约》，完
善举报、制止、查处、问责等快速反应机
制。该县发布《“规范操办酒席、树立文明
新风”告群众书》，在每个村张贴抵制违
规赈酒的标语。 通过媒体宣传、 横幅标
语、巡回车、村村响广播等形式，做到宣

传无死角、全覆盖；公布举报电话和电子
邮箱，发动群众举报监督。将抵制违规赈
酒纳入党风廉政考核并建立长效机制，
党员干部参与违规赈酒，一律实行“一案
双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据桑植县纪委监委统计数据显示，5
年来， 全县签订抵制违规赈酒承诺书
127400份，劝退违规赈酒13806户，劝退
违规吃酒22万人次，查处违规赈酒30余
起，群众减少人情开支近3亿元。

控源头 重监管 严处罚

澧县河湖水质持续好转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杨峰 刘

杰）6月22日上午9时， 澧水支流澹水澧澹街道段，10多名河
道保洁员在打捞水葫芦。不一会，三四吨水葫芦、绿萍等水生
漂浮物被清理上岸。

据了解，今年来，包括澧水在内，澧县境内河流湖泊水质
持续好转，地表水质总体为优，饮用水源地水质达到Ⅱ类。

这与澧县建立起河道保洁与监管机制有关。澧县地处洞
庭湖西岸，水资源丰富，澧水、涔水、澹水、道水、松滋水穿境
而过，全县纳入河长制管理体系的河、湖、库、渠有400余条
（个）。去年来，该县把推行河长制作为保护碧水青山、造福子
孙后代的“一号工程”来抓，建立了完善的责任机制，打响河
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攻坚战。

为严控河湖污染源头，澧县厉行“四个一律”，即河湖库
渠一律禁止新植杨树，河道内砂石码头（堆场）及河道内砼搅
拌站一律清理到位，禁养区规模养殖一律退养、所有天然水
域全面禁止投肥养殖，河湖堆积废弃物和河道管理范围内违
章建筑一律清零。

澧县还推行县包镇、 镇包村的联治责任制和巡河制度。
县级第一河长、县级总河长每月巡河1至2次，各乡镇、村级河
长加大巡河力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理。湖南迪亚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用软管将氧化池中污水直接排放至周边管网，流
入澧水河。相关单位调查后，当即责令整改并处罚款15万元，
对直接责任人依法予以治安拘留。今年1至5月，该县查办水
污染案件16起，刑事拘留9人，治安拘留4人。

� � �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李曼斯 朱
莉）21日，2018湘女秀大赛宁乡启动赛
举行。 此次大赛将湘女秀的文化内涵
与瑜伽动感运动相结合， 展示新时代
湘女之美。

在比赛现场，数百名湘女身着白
色服装， 伴随着轻盈的音乐舒展身
体，练习瑜伽。瑜伽、舞蹈、朗诵、旗袍

秀……丰富的表演形式展示了文化、
国粹、美学等诸多元素，给现场观众
带来美的享受。

据了解，2018湘女秀大赛共有14
个赛区， 其中宁乡赛区将评选出10名
湘女参与半决赛。本次大赛旨在通过比
赛的形式，来挖掘发现一批具有“知性
美”的新时代“湘女”，通过“秀”全面展

示改革开放近40年来湘女的精神风
貌、经济社会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各
个分赛区将根据当地特色开展赛事，重
点展示各地区优秀的文化旅游资源，突
出展示“湘字品牌”和“非遗文化”，将湘
女秀大赛的成果转化成为富民强省的
新动力，助推文化建省、品牌强省、产业
兴省的新湖南。

汉寿“四到位”提升
群众信访满意度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刘新龙）“没想

到你们查得这么快， 问题查得这么清，我
完全接受你们的调查结论……” 近日，汉
寿县毛家滩乡田庄村村民曾某在其信访
问题得到县纪委工作人员答复后，激动地
说。

为切实做好信访工作，今年来，汉寿
县纪委改进信访办理方法，坚持做到“四
到位”，即领导包访到位、初访承诺到位、
阳光处访到位、复查复核到位。对每个信
访问题，明确由县纪委监委一名班子成员
包访，与承办室共同拟定调查方案，并全
程参与调查。包访领导与承办室在接受实
名信访人初次举报时，介绍办访流程和工
作纪律， 并与信访人签订双向承诺书，约
定处理时限和处理方式等。 在信访办结
时，县纪委组织信访当事人、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对信访问题进行公开答复。随后，
县纪委还组织内部各室（部）交叉对信访
问题进行复查复核，查看证据是否收集到
位、群众诉求是否得到合理解决、处理意
见是否恰当等。

今年1至5月，汉寿县纪委共处理信访
问题70多件， 召开信访公开答复会60多
场次，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在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道百街口
社区，有一位叫陈辉君的老人。这些年，
她省吃俭用， 先后捐款捐物150多万元
扶贫济困，赢得了社会的赞誉。

6月22日，记者走近陈辉君。她身材
娇小、皮肤白皙、穿着时尚，看不出是70
岁的人。交谈得知，她是安乡县大鲸港
镇人，早年离异，儿子一家三口生活在
上海。她年轻时是常德塑料三厂的销售
员、当地有名的供销标兵，频繁往来常
德以及北京、 南京等地， 后常驻上海。
1991年下岗， 她又做起瓷砖、 水泥、大
米、麻袋等生意。

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位七旬老人乐
善好施？陈辉君说，她小时候家里穷，向
邻居借钱，她才买了缝纫机；靠别人帮
助，她才有机会进城。她把滴水之恩记
在心中。后来有能力了，遇到需要帮助
的人，她往往感同身受，总要力所能及
帮一把。那些年，月工资仅35元的陈辉

君， 给火车上相遇的困难爷孙捐款20
元，给德山大饭店的困难家庭送钱送粮
票……因为有这份侠骨柔情，熟悉她的
老领导叫她“侠女”。

2002年从原常德锦纶厂退休后，
陈辉君一个人住在常德， 每月有2100
多元退休工资， 加上做生意的积蓄、藏
品收益和棚改补偿款等， 生活富足。但
她特别节俭，住着一间60多平方米的房
子，衣服也没有几套像样的，两件磨破
领口的衬衫也舍不得扔。 她直白地说：
“捐助两三千元， 也许不能解决别人的
大问题， 但总觉得能帮助别人一点，在
精神上就很快乐、很满足。”

陈辉君告诉记者， 自己平时不打
牌，除了痴迷收藏，最大的爱好就是帮
扶有困难的人。得知武陵区有人双肾坏
死急需手术费，她组织募捐；路遇一位
瓜农受灾， 她留下路费后， 把剩下的
1000多元钱塞给他； 碰到精神障碍患
者小兵，她送去住院，帮忙办理残疾人
证，前后花了近万元；一个上海大学生

每天吃汤泡饭， 陈辉君得知， 资助他4
年，花费1万多元；今年端午节，她4次看
望贫困学生、 敬老院老人和抗战老兵，
捐款捐物7万多元……

鼎城区石公桥镇有一位67岁的梅
姓残疾老人，儿子意外死亡，让他的精
神受了刺激。听说此事后，陈辉君把他
接到敬老院住下，为他交足了一年生活
费，避免他在家中睹物思人。而两人原
本素不相识。

这些年， 陈辉君的足迹遍布桃源、
鼎城、安乡、西洞庭以及上海、南京、浙
江等地，资助贫困学生近20名，帮助困
难群众不计其数，累计捐款80多万元、
捐物价值70余万元。陈辉君坦言，这条
爱心路也充满艰辛，遇到过行善被骗，
还遭到过他人质疑。 好在儿子特别支
持她， 她也不图任何回报。“如果身体
允许，我会一直扶贫济困，尽力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陈辉君说，自己年
纪大了，但晚霞也能放出光芒，温暖别
人。

实施“一村一品”“一户一产业”工程

芷江力推产业扶贫“拔穷根”

桑植遏制“赈酒”陋习树新风
5年来劝退违规吃酒22万人次，减少人情开支近3亿元

老百姓的故事 捐款捐物150多万元
———七旬老人陈辉君的爱心故事

2018湘女秀大赛宁乡启动赛举行
新闻集装

全国第二届大学生护鸟营
在南岳启动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 (记者 徐德荣 曹娴 通讯员 文丽
贵)23日上午， 全国第二届大学生护鸟营启动仪式暨首届颁
奖典礼在南岳启动， 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环保志愿者相
聚南岳衡山景区。

据了解， 全国大学生护鸟营是一项以高校青年为参与主体，
以候鸟及栖息地和迁徙通道为保护对象的活动。此次护鸟营以风
电建设对鸟类迁徙影响为主要调查方向，旨在提高社会公众爱鸟
护鸟意识，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活动现场，100余名志愿者发出护鸟宣誓，9支大学生队
伍获湖南省林业厅授旗，省佛慈基金会为湖南候鸟保护项目
和长沙野生动物救助项目分别捐赠15万元和5万元， 南岳佛
教协会为全国大学生护鸟营项目捐赠8万元。 活动还表彰了
岭南师范学院羽扬鸟社等3支全国首届大学生护鸟营优秀团
队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最佳调研报
告。仪式结束后，来自南岳的环保志愿者和全国大学生护鸟
营营员还走进景区，向游客和当地居民发放爱鸟护鸟倡议书
和宣传折页，吸引众多游客围观。

近年来，南岳区委、区政府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视为立
区之本、发展之基，对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实行更有力的保护
管理。目前，南岳核心景区森林覆盖率达91.58%，景区有鸟类
资源148种， 其中包括国家级保护鸟类黄腹角雉和国家二级
保护鸟类27种。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24日

第 2018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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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 1040 788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135 173 369355

1 4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6月24日 第2018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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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2319920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9
二等奖 10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128649
1 3025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422
108318
1714720
24823882

56
3756
58746
936906

3000
200
10
5

0816 22 25 3019

甜甜的扶贫 脆脆的雪梨
6月23日，江华瑶族自治县大路铺镇琅下村，果农们在采摘瑶山雪梨。去年，该县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在

全县推广瑶山雪梨种植面积32000亩，直接受益贫困户432户1468人，人均增收2500元以上。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杨丁香 摄影报道

郴州高新区“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启动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毛钦）郴州
高新区“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近日出台，标志该区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正式启动，“放管服”改革探索迈出新步
伐。

工商营业执照和各类经营许可证是企业进入市场的两
把钥匙。2014年，郴州市在全省率先开展商事制度改革试点，
通过“先照后证”大幅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激发了大众创业
热情。但“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问题仍然存在，
为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郴州高新区申
报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不久前获得省政府批准。

以此为契机，该区参照上海市“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的成
熟做法，通过对纳入试点的99项行政审批事项，采取取消一
批、备案一批、实行告知承诺制一批以及提高审批的透明度
和可预期性、强化准入监管等5项改革举措，进一步降低企业
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大程度释放企业创新活力。

同时，他们将按照能整合的尽量整合、能简化的尽量简
化、该减掉的坚决减掉原则，全面梳理、分类处理各类涉企证
照事项。将“证照分离”改革后属于信息采集、记载公示和管
理备查类的各种证照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对市场机制
能够有效调节、 企业能够自主管理的事项以及通过事中、事
后监管可以达到原设定涉企证照事项目的的，逐步取消或改
为备案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