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双宏 贺斌）“223万元留抵退税，实实在在减轻了
企业负担。”近日，湖南环通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
责人李巧丽说起增值税留抵退税时笑逐颜开。她
说，近两年来，公司在通信铁塔方面投入较大，但
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影响， 增值税进项滞后，留
抵数额大、时间长，挤占了公司资金。留抵退税政
策落实，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

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务院指示精
神，常德市将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 为
了让留抵退税政策尽快落地，常德市税务部门优
化内部工作流程，并深入企业开展政策辅导。8月
份，该市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款1.08亿元，有91
家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

常德退还增值税
留抵税额逾亿元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梁尔
兵）近日，涟源市委政法委联合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
等部门，对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第二轮督查，
以高压态势震慑和打击黑恶势力，净化党员队伍。 目
前，该市共收集各类线索119条，打掉涉恶团伙11个，
抓获涉恶成员64人。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涟源市以村
（社区）为重点，突出抓好基层组织建设。 建立党
员涉嫌违纪违法处置联席会议制度，开展基层党
员涉黑涉恶问题专项排查整顿，规范村级党员行
为；采取设立举报信箱、开通举报电话、张贴举报
公告等方式，收集涉黑涉恶线索，重点打击欺行
霸市、强揽工程、强迫交易等11类案件和团伙案
件；组织全市504个村（居）委会主任、在岗大学生
村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基层组织识别、防范、应
对涉黑涉恶犯罪的能力。

涟源扫黑除恶
净化党员队伍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万里) 今日， 在永州市零陵
区大庆坪乡满房头村，记者见到了一
座建于明朝初年、 至今已有600多年
的石拱桥。该桥桥身坚固，桥基、桥拱、
桥面都保存完好。 桥脚与河水相连部
分的上半部， 是一个非常规整的半
圆，造型极其优美。

大庆坪乡与广西全州接壤。 古石
桥地处湖南通往广西的湘桂古道上。
古石拱桥为单孔桥，全是用产于当地
山上的上等青石凿雕而成。 从石桥大

块条石间缝隙看，石桥建筑是没用任
何粘合剂发拱硬砌而成。 石桥高约5
米，跨度为10米许，桥面长近20米，宽
5米。 据族谱资料和该村80多岁的唐
祖美老人介绍，古石桥修建于明代初
期， 是由村里200多名唐氏族人自发
捐钱捐粮修建的。 桥右侧原有4块约2
米高、1米宽的大石碑，密密麻庥刻有
唐姓捐钱修桥人的姓名银两及修桥
经历。 上世纪70年代因修公路将捐款
的功德碑损毁深埋。据唐氏祖辈传说，
明、清至民国，直至解放初期，这座位

处湘桂古道上的石桥每天都有很多
人车通行。

在石桥现场，永州古民俗研究专
家、知名老作家易先根先生认为，石桥
选料讲究，做工精致，建造科学，是永
州市目前发现修建时间最早、单拱跨
度最宽、硬砌质量最好、保存最完好的
石拱桥之一。

“古石桥曾几次被洪水淹没，水退
后仍然安然无恙，老祖宗们建的石桥
确实经久耐用!”唐祖美老人对先祖建
设的古石桥赞叹不已。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游海
汪时军)今日是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生报到的第
一天。 在该校基础教育学院报到处，清一色的男生排起长
队，成为学校里难得一见的风景。 当天在现场迎接的学校
负责人朱明介绍，该校是我省唯一一所公费定向培养初中
起点专科层次农村小学男教师(省计划)的普通高校，旨在
破解乡村教师队伍男女比例失衡问题。

2016年起，我省正式实施初中起点专科层次农村
小学男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按“自愿报名、择优录
取、公费培养、定向定期服务”原则实施，培养学校为湖
南幼专，招生对象为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学制5年。
2016年、2017年共计招收695人，今年招收626人。“乡
村男教师”入校后免除学费、住宿费、军训服装费和教
材费，毕业当年上岗前取得相应的教师资格，服从当
地县教育局安排，到乡镇及以下农村小学任教不少于
5年，为乡村教育发展贡献力量。

未来“乡村男教师”入学
湖南幼专公费定向培养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田育才 邓晶琎
通讯员 胡鸿婵 朱克诚）今日上午9时44分，一架
由台北桃园机场起飞、 搭载着138名游客的飞机顺
利抵达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这标志着由远东航空
执飞的“台北桃园—张家界”航班成功首航。这也是
第二条张家界直飞台北航线。

据悉， 台北桃园—张家界航线由165座全经
济舱的麦道82/83飞机执飞， 航班号为FE151/2，
于9月13日至10月27日期间每周二、四、六飞行。
航班具体时刻为： 台北桃园—张家界06:25-09:
30，张家界—台北桃园10:30-13:25。

此条航线进一步丰富了张家界的航线网络，
优化张家界到台北航线的航班时刻及机型结构。
也将有力促进武陵山区和台湾地区经济交流，拉
动双方航空旅游市场发展，为两地及周边地区旅
客往来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捷的出行方式。

张家界新增
直飞台北航班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李治 范远志）继
去年被评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后，今天，
长沙县再传喜报———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
国务院扶贫办联合授予该县“四好农村路”全国
示范县荣誉称号。

长沙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5年
来，通过财政投入、城镇化包、BT等方式筹集资
金， 长沙县共投入100亿元到农村公路建设、管
理、养护和运营中。 目前，长沙县县级农村公路里
程达到5721公里，今年拟计划投入2100万元用于
农村公路硬化工程、产业路、连接工程、“四好农
村路”示范县创建工程 (拓宽改造 )、提质改造工
程；投入2936万元用于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和农村
公路养护工程项目。

下一步， 长沙县将不断加大政府财政投入，
创新体制机制，提升管养水平，打通城乡居民出
行的“最后一公里”。

长沙县被授予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令维 刘瑛 亚平）“真
没想到，现在足不出户能赚到钱。 ”今天，湘阴县
东塘镇石涧村贫困妇女曾小燕告诉记者，前些天
她参加了县妇联精准扶贫女红技能培训班，不仅
领到了红灿灿的优秀学员证书，还接到了1000朵
编花订单，一个月在家里就可赚到1600元。

今年来，湘阴坚持用“一线工作法”推进乡村振
兴巾帼行动，广泛开展“党建带妇建，巾帼建新功”
主题活动，吸纳全社会青年创业者和志愿者参与妇
女就业工作，成功培树了李立华、黄佳丽、蒋金华、
刘春华、夏春霞等一批巾帼创业先进典型，扶持创
建义和农机合作社、福多多生态猪肉等10多个巾帼
示范基地，提供贫困妇女就业机会200余人次。

截至目前，全县开办月嫂培训班11期，共培训
学员580多人次，累计提供技能鉴定、现场招聘、推
荐就业等后续服务1800多人次，帮助110余名留守
妇女和贫困群众通过月嫂岗位实现脱贫致富。

“党建带妇建，巾帼建新功”
湘阴创建巾帼示范基地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邝岚）
“以前污水都是直排，没有处理。现在装上污水箱，我就
定时把船开上岸进行排放。 ”9月10日，在资兴市东江
湖上经营黄草至白廊客运班线的李德跃说。

该市在东江湖原来普通的客运船上， 都安装了由
污水柜、污水泵、粉碎机等组成的污水贮存柜，容量为
1.5立方米，不影响船舶安全航行。 收集污水的趸船也
为特制，船板下是可容纳100吨污水的不锈钢贮存舱，
装有抽吸系统和泵送上岸系统。同时，为了防止船舶偷
排，资兴市环保部门通过技术手段控制污水输送动力，
采用铅封手段等控制排放口；此外，资兴市地方海事部
门对船舶污水排放进行严格的监控监管， 定期核对污
水收集记录、检查相关设施。

据了解，截至目前，资兴市东江湖区域5套船舶生
活污水收集上岸系统已经全部运行，东江湖162艘运营
船舶全部实现污水收集上岸，生活污水达到零排放。

东江湖运营船舶
实现污水上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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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胡晓建 杨剑）“现在我们村里
的红白喜事， 不像以前那样大操大办
了，省钱又省心！ ”说起村里婚丧嫁娶
新风俗， 邵阳市大祥区板桥乡龙头村
一位村民称赞不已。前不久，该村姚作
秀老人过世， 其在外工作的儿子接受
村红白喜事理事会劝导， 从简办理丧
事，省下4万余元。

去年来，大祥区善用“巧”力推动
移风易俗，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制
定了相关工作方案，并与党建、精准扶
贫、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结合起
来整体推进。 建立以乡镇党委、村（社
区）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为连接点的4

级网格管理体系，做到责任落实、制度
落实、经费落实“三到位”。 由党员干
部、财政供养人员、乡贤带头破除陈规
陋习，并订好村规民约，成立道德评议
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禁毒禁赌会等，
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陋习， 弘扬文明新
风。 区里还重点培育板桥乡为移风易
俗工作示范乡镇，龙头村、召伯村为示
范村，促进社会风气向上向善。

同时， 大祥区组织开展文明乡镇、
文明村、文明家庭创建评比与“文
化下乡”等活动，讲好文明故事、演
好文明节目， 做到文明故事“上
口”、好人好事“上墙”、传统故事
“上课”，用身边典型教育引导村民

自觉践行文明新风。 组织党员干部下基
层，召开民情恳谈会，开办“微课堂”，并
先后走访村民群众2万余户，发放《移风
易俗倡议书》《文明城市创建我知晓》等
宣传手册10万余份，倡导健康、文明、节
俭的新理念新风尚。 目前，该区所有行
政村都成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制订了
新的红白喜事宴请标准。 今年上半年，
全区按新规办理的红白喜事达到95%，
大操大办现象基本消除了。

永定区：永定区：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庹宇 郑龙腾 ）“Thank� you！
Thank� you！张家界，Good！”9月6日，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湘鄂川黔革命纪念
馆路段，永定区干部李昌权在“三导”
（文明交通劝导、文明行为引导、文明
旅游督导）志愿服务时，帮助一名外国
游客指引道路后， 对方向他竖起大拇
指表示感谢。

作为张家界市中心城区，今年来，
永定区吹响创建省级文明城区的“冲
锋号”。该区一手抓市容市貌和城市环
境改善， 一手抓居民道德水平和文明
素质提升， 内外兼修推进文明城区创
建。 该区在市中心城区开展百街千巷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重点整治巷
道内私搭乱建、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
放、乱牵乱拉管线、乱立广告牌匾、乱
占公共场地等行为， 净化序化美化街
巷整体环境。 目前，7条县乡道路面硬
化,“边界路”“断头路”全线拉通，40多
条背街小巷乱搭乱建现象得到有效整
治，7条溪河得到有效治理，39个社区
的井盖、 雨水桥等市政设施得到更换
或修缮。

在加强整治“外貌”的同时，永定
区勤于修炼“内功”。 通过开展一台文
明戏、一堂文明课、一次巡回宣讲、一
批志愿服务、一本《市民手册》、一批公
益广告等“九个一”系列活动，提升群

众对文明创建的知晓率、 参与率与满
意度。 今年以来，该区共开展“文明课
堂”巡回宣讲86场次，文明戏进社区巡
演15场次，参与群众达12000余人次；
编印“湖南好人”、道德模范事迹宣传
手册5万余份，组织开展“传承好家风
文明千万家”“三导志愿服务” 等系列
活动，不断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

永定区委书记祝云武表示， 该区
将以创建文明城区为契机， 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不
断提升城市服务水准和文明程度，建
设与一流景区相匹配的文明城市，不
断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和百姓的幸福
感。

文明创建 内外兼修

善用“巧”力移风易俗
大祥区：大祥区：

� � � � 9 月 13
日， 永州市零
陵 区 大 庆 坪
乡， 湘桂古道
上的明代石拱
桥。

杨万里 摄

党校学员调研
湘潭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见习记者 肖畅）今天下午，

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处干一班部分学员来到湘潭
市，就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

当天，学员们实地参观走访了湖南宾之郎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威胜电气有限公司、湖南桑顿新能源有限
公司3家企业。 座谈会上，学员们详细了解了湘潭市党
员发展和教育管理、“三会一课”和组织生活会等基本
制度落实、党建指导员作用发挥、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
经营相融共进等情况，听取抓党建促发展的意见和建
议。

下阶段，学员们将认真学习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湘
潭经验”，深入挖掘当地党建工作中的新亮点、新举措、
新成效，推动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不断提升，助力地方经
济社会共同发展。

“甜甜的葡萄，富民的果”
黄巍 李夏涛 龚卫国

9月13日， 芷江侗族自治县大树坳乡高山刺葡萄旅
游节在新庄村举行。当天，销售新鲜刺葡萄50多万公斤。

大树坳乡高山刺葡萄种植历史悠久, 大树坳村高
山组还完整保留了高山刺葡萄母本园5亩， 最大母本
株树龄达百年。 现全乡种植高山刺葡萄1.6万余亩，种
植农户达2067户。

“截至目前，全乡共帮扶贫困户发展高山刺葡萄
4215亩， 有511户2022人通过种植葡萄稳定脱贫摘
帽。”大树坳乡乡长杨国洪介绍，该乡落实产业帮扶政
策，推行“合作社＋龙头企业＋贫困户”模式，引导他
们以人工入股、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形式加入葡萄
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

“甜甜的葡萄，富民的果。”大树坳乡党委书记侯
林杰说，该乡对境内万亩葡萄园进行改造,进行科学种
植和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并优化包装、拓宽销售渠道,
使每公斤葡萄平均增收近4元。

永州发现一座明代石拱桥

湘桂古道 有桥遗世而独立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9月 13日

第 2018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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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 1040 823680

组选三 598 346 206908
组选六 0 173 0

6 6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9月13日 第2018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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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14647233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3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438555
1 18553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12
53644

1025906
5679746

33
1837
37372
194187

3000
200
10
5

0102 12 20 2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