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唐江 黄道兵)7月12日上午，记
者从省第四环保督察组督察情况通报
会上获悉，该督察组已向常德交办群众
投诉件462件。常德市边查边改，已办结
交办件272件，立案处罚企业67家，问责

44人。
6月22日起， 省第四环保督察组对

常德进行为期20天的环保督察。环保督
察过程中，努力做到“问题聚焦准，督察
标准严，办理结果实”，以提高全民环保
意识，突破一些难点问题，加速环境问

题整改。同时，常德市将落实环保督察
整改作为“一把手”工程、民生工程来
抓，领导带头推进，部门联动执法，发动
群众监督，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已责
令整改企业135家，立案处罚67家，罚款
509.4万元。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胡蓉 符晓嘉 ）近日，张家界市
永定区桥头乡原双岗村支书吴远佑和
其他12名农户一起， 将67419元交到了
镇财政所。随后，桥头乡10个村91人主
动向乡财政所退交“两补”款327651元。

按照相关规定，退耕还林延长期补

助必须明细到户。然而，部分村（居）干
部却以村组干部或其亲属名义冒领“两
补”款项用于村（居）各项开支或直接私
分。对此，永定区抽调纪检监察、林业、
农业等部门90余人对241个村（居）近17
年来“两补”情况进行地毯式清查，同时
出台通告，督促违纪违法人员主动交代

问题。
截至目前，永定区“两补”专项整治

共发现问题线索159条， 涉及23个乡镇
（街道）133村，共144人向各乡镇退交违
规占用“两补”资金299.78055万元。针
对第一批线索， 已经党纪立案10人，第
二批线索正在核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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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龚柏
威 通讯员 曾来生 刘艳玲 )“我就不
还钱，我是国家干部，看你们能把我怎
么样 !” 近日， 在安化县某乡政府办公
室， 一名欠钱不还的干部与法院执行
人员对峙。当天，这名“老赖”被安化县
法院司法拘留。据了解，今年来，安化
县法院已执行涉公职人员执行案 34
件，司法拘留涉公职“老赖”28人，执行
到位标的100余万元， 执结案件33件，

案件执结到位率达97%。
过去， 安化县法院对涉公职人员执

行案尽管采取了纳入失信黑名单、 限制
高消费等措施，但执行效果并不明显。在
“决胜执行难”战役中，安化县法院专门
研究部署涉公职人员案件执行方案，实
行“一把手”集中指挥，明确专人负责，
“挂图作战”。

安化县法院先将涉公被执行人分
批约谈，讲明利害关系，要求他们正确

对待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敦促其
尽快到法院主动履行或与申请执行人
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该县某镇工商所
干部谌某、某局干部吴某、某卫生院工
会主席蒋某、 某医院职工曾某等4人
被约谈后，主动履行义务，到位标的额
共计35万余元。 对约谈没有产生效果
的，县法院通报其单位，并责成依法扣
留其工资、奖金、公积金等。法院执行
人员还将公函送达涉案公职人员所在

单位纪检部门或办公室， 再次逐案对
有关公职人员发放执行通知书， 以及
报告财产令、 纳入失信黑名单等决定
书，限其3日内履行，并告知其对拒不
履行生效判决裁定的， 将依法予以司
法拘留。

对司法拘留后仍拒不履行法院判决
裁定的公职人员， 安化县法院建议其所
在部门、单位按相关规定予以组织处理，
或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绿色葡萄”挂满枝
———澧县推进农业支柱产业

转型升级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7月7日上午， 雨后的澧县城头山镇张公庙社区空气格
外清新。在农源葡萄合作社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晶莹剔透
的葡萄压满枝头。

眼下正是“夏黑”早熟葡萄上市的季节，也是“红地球”
和“阳光玫瑰”这些品种摘副梢的关键期。农源葡萄合作社
理事长熊斌一边安排人员负责夏黑的采摘销售， 一边安排
人员摘副梢，节约养分，促进下一年的花芽分化。

“合作社有800多名社员栽种了3000亩葡萄。我种了5亩
左右夏黑，每天摘完就销售一空。另栽种的20多亩葡萄，以

“红地球”品种为主，每亩纯利润1万元以上，高档品种“阳光
玫瑰”每亩纯利润可以到3万元，今年形势还会更好。这都得
益于这几年的绿色种植啊！”望着葡萄园里的“绿色葡萄”，
熊斌对今年来势信心十足。

陪同采访的澧县农业局副局长侯祖平介绍， 澧县被誉
为“南方的吐鲁番”，葡萄产业是澧县农业的支柱产业，是国
际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前些年，该县葡萄种植模式传统，追
求产量最大化，大量使用化肥，导致土壤酸化、板结，葡萄植
株病虫害抗性严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那时候葡萄4元钱
一公斤都不容易卖出去。”

粗犷种植让澧县葡萄生产一度陷入困境， 农民一筹莫
展。2014年开始，澧县农业部门开始着手引导葡萄种植户绿
色种植， 特别是澧县成为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先行试验示
范区后，葡萄种植大量推广使用有机肥，采取水肥一体化的
种植方式，改良土壤，控制葡萄挂果数量，引进“夏黑”“阳光
玫瑰”等优质品种，引导葡萄产业转型升级。张公庙社区近
千名像熊斌一样的葡萄种植户从中尝到了甜头。 亩产控制
在2000公斤左右，产量下降了，价值提升了，农民的收入反
而提高了。

熊斌扒开葡萄植株的土层，腐烂的秸秆裸露出来。他告
诉记者，合作社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使用有机肥，把农作物
秸秆还田发酵。 技术员刘永波一边搅拌水溶肥， 一边解释
说：“我们采用水肥一体化的施肥方式， 将有机肥融入到水
中，制作出营养液，滴灌在葡萄植株上，让水肥共同吸收。这
种绿色种植方式，可以改善土壤环境，降低土壤板结和盐渍
化程度，减少病虫害，增加葡萄的果香和甜度，提升品质，实
现绿色循环发展。”

侯祖平告诉记者，目前，全县葡萄种植面积达3.5万亩。
这几年来，全县大力推进葡萄标准化种植，采用避雨栽培技
术， 绿色种植， 改良土壤， 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从3%提高到
3.5%，有的地方达到了5%。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提高，为葡萄
品种调整提供了条件。近年来，该县葡萄品种从“红地球”向

“阳光玫瑰”调整，葡萄从每公斤10元提高到70元，一亩地产
值高达5万元，多数销往香港、上海、深圳等地，农民效益大
幅提升。“2017年，澧县葡萄亩均收益8000元，今年预计行情
继续走高。”侯祖平看着串串葡萄高兴地说。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王茜 实习生 陈琪）
长沙市第二批中小学生研
学旅行创建基地营地日前
公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旧址等36家单位为“长
沙市第二批中小学生研学
旅行创建基地（营地）”。

据悉，长沙市教育局联
合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长沙市旅游局对51家
申报单位进行评审筛选，最
终确定湖南省森林植物园、
关山古镇、 雨花非遗馆、稻
花香里农耕文化园、石燕湖
公园、 湖南省林业种苗中
心、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湖
南百果园、千龙湖生态旅游
度假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学校旧址、 长沙生态动物
园、光明松鼠谷、泥爸爸场
景育学园、中联重科工程机
械馆、 湖南酷贝拉欢乐城、
光明蝴蝶谷、 世界之窗、长
沙简牍博物馆、 远大城、三
一星沙产业园、 海底世界、
湖南省沙坪湘绣博物馆、长
沙市汉回民俗文化景区、锦
绣江南园林、长沙园林生态
园、 长沙大明生态休闲山
庄、龙头井农业园、桂园休

闲农庄、云峰台GRIT基地、中澳蓝鹰国
防主题公园、飘峰一所自然学校、梅田湖
实践教育基地、 天子湾野外综合实践教
育基地、博野有机农耕文创科普园、秋收
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 浏阳市青少年
素质教育培训中心等36家单位为基地营
地，创建期一年。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俞建林 王利雄）7月11日下午，
记者从永州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该市突
出抓好食品药品安全“护苗”“护老”“护
源”行动，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进一步
提升，连续4年在全省“群众食品安全满
意度调查”中排名第一。

永州市深入开展中小学校校园食
品安全护苗行动，“地毯式”整治学校周
边小作坊、小餐饮、小摊贩，彻底消除食

品安全隐患。重点规范学校食堂食品原
材料采购、制作加工过程控制、清洗消
毒餐饮用具等关键环节。今年1到6月，
该市开展“食品安全护老行动”联合执
法行动113次，立案查处73起，罚款及
没收违法所得90.73万元。严厉打击药
品经营企业从非法渠道购入药品、出
租出借许可证照等，积极“护源”。截至
6月30日，全市查办案件144件，罚没
96.71万元。积极开展省级“放心肉菜
超市” 和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达标创建，目前，已
有3家确定省级放心肉菜超市创建单
位，1家为省级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达标创建单
位，零陵区、江华县积极创建省级食品
安全示范县。

大力查处查办食品药品领域大案
要案，上半年，全市查处食品、保健食
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等“四品
一械” 立案1064件， 结案588件， 罚没
992.09万元。

郴州家教“公益课堂”
惠及11万多家长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范红英）“以前和丈夫经常因一
点小事闹矛盾， 对孩子的教育动不动发
脾气，弄得家庭不和谐。经过多堂卓越父
母公益课听课后， 我对爱人的包容更多
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有些章法了。”日前，
郴州市北湖区国庆北路周女士， 谈起参
加卓越父母公益课堂的收获如是说。

近年来，郴州市高度重视家庭教育，
把家庭教育工作摆在加强和改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 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总
体规划， 制定出台推进家庭教育五年规
划（2016-2020年），并每年制定家庭教
育活动方案，强力推进。引进香港“卓越
父母”教育品牌，由市妇联、市文明办、市
教育局、市关工委在全市社区、乡村、学
校、企业、机关开展家庭教育卓越父母公
益课堂，课堂内容设置儿童教育、婚姻家
庭、心理咨询、儿童营养等内容，覆盖全
市11个县市区。该公益课堂除定期进社
区、进企业等开班授课、举办亲子活动或
公益沙龙等活动外， 还开设线上家长课
堂， 并建立卓越父母公益课堂QQ群、微
信群、“家有儿女周六有约”等线上服务，
覆盖千家万户。 该课堂每年开课300多
班次，举办各种家庭教育活动300场次，
累计已有11万多家长受益。

挂图作战亮剑公职“老赖”
今年来司法拘留28人，案件执结到位率达97%

“十九大知识竞答
万人线上同台PK赛”启动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通讯员 陆继华 记者 李治）
“从起床到现在， 我已经与人PK了20多场， 积分又增加
190分。” 长沙县公路局的老党员邹伟民开心地说。“十九
大知识竞答万人线上同台PK赛” 活动启动以来， 他和家
人、老同事积极参赛，乐此不疲。

长沙县6月底启动的“十九大知识竞答万人线上同台
PK赛”活动，将持续一个月。最终根据积分，长沙县将分别
评选出6个团队优胜奖和10个个人优胜奖。截至7月8日下
午2时，已有903012人次参与微信小程序答题，当前在线
人数12250人。

湖南警察学院学生“送法律下乡”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陈学凡 李寒露）7月12日，湖南

警察学院暑假大学生依法治国宣讲实践服务团来到汉寿
县军山铺镇，开展“送法律下乡”活动，帮助农民学习法律
知识，增强法治意识，助推乡村振兴。

在省级贫困村老鸦塘村， 宣讲团成员送来了六五、七
五普法读本等图书，村支书刘辉甫高兴地说：“村里很需要
这些书。脱贫致富中，我们既要遵纪守法，又要依法维权。”
宣讲团成员还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禁限用农药名录》
等资料送到农民手中，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同时，宣讲
团就农村社会治安、警民关系等进行了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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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打造食品药品安全绿洲
群众满意度连续4年在全省排名第一

常德落实环保督察整改
已立案处罚企业67家，问责44人

永定区严查林业领域违纪违法
144人退交“两补”资金299万余元

新闻集装

学农实践 体验生活
7月13日，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来自长沙市第二十一中学的师生在田间插秧。近日，该校组织高一学生来到长沙市示范性

综合实践基地，在教官指导下体验翻土、播种、嫁接、插秧等，了解农作物生产过程，开展学农实践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吴灿阳 摄影报道

安化法院：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朱江波 李梦萦）7月13日， 岳阳
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在平江天岳新
区和高新区进行现场项目建设观摩，与
会代表对平江县产业项目建设成绩赞不
绝口。上半年，平江工业园区共签约项目
26个，引资总额90.9亿元；开工建设产业
项目32个，投资总额49.6亿元；完成技工
贸总收入190.56亿元，增长18.9%；创税
1.68亿元，增长39.9%。

平江县委、县政府围绕“工业强县、

绿富双赢”的发展思路，着力引优聚强，
全面吹响发展建设的进军号角。 该县规
划在前，抓实园区、城区、景区“三区”升
级主线。园区主抓高新区，以“产”为主，
重点发展休闲绿色食品、云母、石膏建材
等传统优势产业；城区主抓天岳新区，以
“城”为主，产城融合，重点发展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和都
市型工业、现代服务业两大配套产业；景
区主抓生态旅游和红色旅游， 大力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

该县在持续开展“迎老乡、 回故
乡、建家乡”活动的同时，大力推行“一
线招商”，县级和园区主要负责人甘当
“排头兵”，上半年赴京、浙、粤、赣等地
收集信息、 学习考察、 对接洽谈30余
次， 在广州建博会等节会上成功进行
了招商推介。同时，率先在全市进行行
政审批体制改革， 将45项县级行政审
批权限下放至园区， 企业入园行政审
批提速57%。领导带头联系主导产业，
包协调解难、 包督查督促、 包目标完

成；园区实行“一个产业项目、一名牵
头负责人、一位联系干部、一套推进措
施”的工作机制，将每个项目列出详细
进度计划表，实行倒排工期，“点对点”
督查，全面激发项目建设活力，提升了
项目建设速度。今年，该县园区呈现出
签约项目多、开工效率高、经济效益优
的局面。华电平江电厂、福寿山抽水蓄
能电站、 天岳幕阜山景区等重大项目
进展加快，福寿山、亚马逊二期、梦幻
汨罗源等旅游项目推进顺利。

全面激发项目建设活力
工业园上半年技工贸总收入、创税大幅增长

平江县：
乡村振兴纪实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598458
0 1522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05
1062
7175

7
24
160

222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8417
85767

492
2202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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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3日 第2018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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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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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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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18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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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8 1040 1776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47 173 233031

8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