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位于长沙市望城区的湾田商贸物流
园， 是目前我省最大的建材家居五金市
场和商贸物流集散中心。在陶瓷、木业、
化工、五金、石材、花卉6大业态区醒目位
置，都有一个“湾田雷锋小屋”。

近日， 多位市民说起“湾田雷锋小
屋”，连声称赞。据了解，建立雷锋小屋，
是望城区委探索创新商圈市场党建工作
的举措之一。

构建“1+3+N”体系
湾田商贸物流园是望城区产业集

中、企业集群、链条完善的市场之一，入
驻商家超过3000户，月客流量近10万人
次。

但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种景象：
商户缺乏内在凝聚力和协调性， 各自为
战，在激烈市场竞争下，园区发展颇为艰
难。

今年， 按照长沙市“城市基层党建
年”部署，望城区委努力寻找商圈市场发
展与基层党建的契合点， 将湾田商贸物
流园作为试点单位， 建立以园区党委为

核心，以下辖市场（企业、商会）党支部为
枢纽， 各群团组织共同参与的“1+3+N”
工作体系。

“1指湾田商贸物流园党委，3代表工
会联合会、共青团组织和妇联，还有N个
市场党支部。”望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黄
彩介绍，通过整合区、街道、园区三级资
源，园区形成区域协动、横向联动、上下
互动的三级联动机制， 并组建起一支稳
定的党务工作者队伍。

根据业态布局和行业协会的不同特
点， 目前， 湾田商贸物流园党委下设五
金、 化工等10个党支部， 登记在册党员
208人。通过党建带群建，园区逐渐织成
一张网，覆盖市场每个角落。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7月19日，湾田商贸物流园党群服务

中心正式开放。这是望城区秉持“共建共
治共享”理念，以党建为总揽，推进政府
资源下沉至园区而打造的综合性服务平
台。平台集党务、政务、企务、社务服务于
一体。

在湾田商贸物流园党群服务中心综
合服务大厅，工商、税务、妇联等13个服

务窗口运行有条不紊， 相关职能部门工
作人员轮流坐班。不出园区，企业、商户
就能享受各项政务服务。

由于商户运营能力参差不齐， 望城
区委针对园区10个党支部提出“一支部
一目标、一市场（行业）一特色、一党员一
承诺”的目标，着力把党员培养成龙头商
户，从而带动普通商户发展。

今年以来， 湾田商贸物流园涌现出
龙清英、洪强、侯佩云等优秀党员商户，
他们带头组建湾田绿色建材商户联盟
等，加强行业自律，实现资源共享，规范、
活跃了市场。

如今， 园区已建立9个商户联盟，经
营几乎没有淡季。

建立“三张清单”
同行广场、组织生活厅、综合服务大

厅、商户服务室、阳光工作室、健康加油
站、园区党校、湾田商学院、党员创意
趴、多功能活动室、雷锋小屋、创客中
心……12个不同类型的功能厅室，构
成湾田商贸物流园党建服务阵地。以
此为载体，园区党组织与20多个区域
党组织共建联建， 线上线下收集商户

和群众需求，根据需求配置区域资源，积
极开展双向认领，形成“三张清单”。

“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
湾田商贸物流园党委书记刘永红介绍，
今年7月，在走访近1000家商户后，园区
摸排出第一批需求清单，涉及党建、公共
服务、工作、文娱、公益等5个方面数十个
需求。

经过精准对接，12个“湾田幸福家”
区域化党建项目成功落地。不出市场，能
自助办理交通销违，免费借阅图书，还能
把放暑假的孩子放在夏令营里免费“托
管”……商户叶勇感慨：“经营放心了，生
活也舒心。”

“需求在哪里，服务就做到哪里。”目
前，园区党委已研发“智慧党建”信息化
平台，推出“湾田幸福家”微信公众号，让
党员、群众的心愿和需求在线上收集、线
下满足，园区“家”的温暖弥漫。

。"#$% !"#" &' ()*+,-./)01
23456% !#$% &789:;<=>?@=>?A
=BCDE?FGBHIE?JKLMN?KLOPQ
R?STUVA?WXYZ[B\]?^=_`abc
defghiaj;kl"mno)*=>pqrs
tuvwxyz{|}~���`��������

)*+�-./)��?)��7+�-./)
��?)��?)�����l"S�ml"�)*�
�./�����l� � �¡¢£¤¥��¦R§
¨©)*��./ªl"l� 7«"¬p®¯°
±²³´� µ¶·«"¸u¹ºj»¼7½¾¿Àu
ÁÂ�

«"�¢£ÃÄÅÆÇÈÉÄÅÊËÌÍ�ÄÎ
Ïp®' ÐÑÒÄÓ"Ô�ÄÕÖ ×Ø &'!()*(Æ
+()**Æ!()*,Ù�

!"#¢£ÚÛÜNÝ -Ö×.(Þßàá¢£âyãäÙ
$%&/0+*'",+"###1 1 ""!!/#*

! ! ! !'"&222345678839:6

!"#$%&'()*+,-)./

!"#$%&'()*!"+#",$!#!"#$%&-.*

!"#$%&'()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珈名 2018年10月26日 星期五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09

打通服务客户
“最后100米”

全省首个供电网格综合服务站投运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王晗）“不出社区就能报

装，真方便！ ”昨天，全省首个供电网格综合服务站———长沙
福城路低压网格综合服务站投入运营，社区居民李诚仁老人
刚办完新装用电业务，称赞“家门口”供电服务贴心。 这是国
网长沙供电公司推进打通服务客户“最后100米”改革为群
众带来的惊喜。

随着长沙经济加速转型， 其中心城区高层商住建筑
不断落成，居民数量快速增长，供电业务随之呈“井喷”之
势。 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客户群，如何保证供电服务“不掉
队”？ 今年来，国网长沙供电公司深入推进打通服务客户

“最后100米” 改革， 全面开展城区网格化综合服务站建
设。

经过对城区现有地域划分、 客户密度、 台区供售电
量、客户需求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创
新服务模式，整合低压用电检查、公变电费回收、计量抢
修、采集运维、低压配网抢修等业务，试点建设福城路服
务站，可覆盖开福区芙蓉北路、浏阳河、新河等3个街道的
居民近10万户。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服务站设客户服
务、运维抢修、业务内勤3个工作组，将为用户提供更好更便
捷的供电服务。

华容“民间河长”
机动巡河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
王高 ）10月19日，华容县“民间河长”机动巡河队领队周泽
兰带领巡河队员， 驱车巡查至北景港镇四门闸河段时发
现，闸门附近水面有大量水葫芦堆积堵塞，随即在巡河日
志上做好记录，并用手机现场拍照后将情况上报。

这是华容县“民间河长”机动巡河队组建成立后的常
规动作。 9月30日，这支由27名队员组成的公益性志愿组
织顺利通过前期推荐考察，获得华容县河长办批准成立，
全体队员被聘为首批“民间河长”，任期2年，统一配发蓝
色马甲和工作证， 主要协助县乡级河长对全县河湖沟港
进行机动化巡查监督，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相关部门进行
处置。

“我们加入‘民间河长’的初衷，纯粹是出于对家乡水环
境的一份爱护之心。”45岁的周泽兰是一名个体工商户。他告
诉记者，27名“民间河长”来自全县各行各业，有机关工作人
员、退休干部、私营企业主和农民。机动巡河队巡河范围以县
域东西南北方位分成4个片区，共计28个责任河段，日均巡河
150公里。

华容县河长办负责人白贞祥向记者介绍，“民间河长”的
高机动性与县、乡、村各级河长形成互补，触角延伸至沟渠、
山塘、河坝等小微水体，迅速成为党委政府有效开展河道水
域管理的一支重要补充力量。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吴林芳 杨淳）今日，津市市公安
局对外通报，经4个多月缜密侦查，该局
破获一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特大网络贩
枪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7人，缴获枪支22
支，枪支配件100余件。

今年5月初，津市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民

警在进行日常巡查时，获得有人非法持有、
贩卖枪支的线索。警方迅速立案侦查，抓获
慈利籍嫌疑人王某。经审讯，王某通过QQ
与上家联系，采取微信付款、快递物流等方
式， 获得成套枪支核心部件及铅弹制造模
具，自行组装出售。经警方深挖，一个依托
网络非法销售枪支、 弹药及零部件的特大

制贩枪支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由于案情重
大，涉及多地，该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

在省公安厅和常德市公安局指导
下，办案民警辗转广东、山东等10余省
份，循线追查，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17
人，斩断了一个制贩枪支弹药的链条。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石峰区检察院首次
提起“刑附民公益诉讼”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肖澎 周楷轩）10月23日，记者从株洲市石峰区
检察院获悉， 近日该院就一起涉嫌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案向法院提起公诉时，首次由“公益
诉讼起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本案中，被告人袁某某为追求高额利润，在
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在其经
营的便利店内销售从非正规渠道获取的含有毒
有害非食品原料的性保健食品。 消费者食用后
身体不适遂报警。经审查，被告人袁某某违反国
家规定，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的食品，其行为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同
时，其行为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袁某某在承担刑事责任的
同时，应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据悉，法院已对本案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判处被告人袁某某有期徒刑1年， 并处罚金2
万元。同时，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请求。

需求在哪里，服务就做到哪里
———望城区推进商圈市场党建的“湾田探索”

津市破获部督特大网络贩枪案

“微光彩”绽放大光芒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陈克钧 戴婕

10月19日上午， 常德市鼎城区委组织工
作现场会在中河口镇举行， 该镇“党员微光
彩”展示墙上，张贴着42名机关党员的光彩事
迹，赢得与会者称赞。

中河口镇党委书记聂君利说，2016年，该
镇干部家属李祥华不慎将钱包掉落， 当她报
案查寻时， 捡到钱包的夏铭已将其交到派出
所。夏铭谢绝回报，他说：“我是党员，遇到这
种事，应该这么做。”受此启发，镇党委认为，
党员干部即使做的是一件微小的好事， 也可
以帮人大忙，绽放光彩。于是发起“微光彩”活
动，任何大小光彩的事，都可上墙展示，每个
季度更新一次。

鼎城区委认为，“微光彩”活动接地气、扬
正气，积小善而成大善，广大党员干部可通过
积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找到成就感。同时，
这也是对党员干部的一种党性关怀。 决定从
今年起，在全区推广开展“微光彩”活动。

鼎城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区4
万多名党员都参与到“微光彩”活动中来，已
做大小光彩事10万件以上。

长沙有了无垃圾桶小区
10月25日，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街道紫凤社区人造板厂小区，居民将垃圾投入到小区垃圾分类站。随着该小区垃圾分类服务站

建成启用，小区内原有的公共垃圾桶全部停止使用，人造板厂小区成为长沙首个无垃圾桶小区。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0月 25日

第 2018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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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1040 3411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91 173 223343

9 5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0月25日 第2018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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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6170346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5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0 59892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61
48149

1061628
7967331

40
1906
42770
320059

3000
200
10
5

0210 14 15 3211

�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去年底， 我散养了4年的一头
黄牛丢了，直接损失1.2万余元。今年在
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助下， 我在牛脖子
上挂上监测设备， 再也不用担心牛跑
丢了。”10月24日，“打造信息强省·助
推网络强国” 湖南媒体团一行来到衡
阳县界牌镇将军村采访， 村里贫困户
宋勤芳向前来采访的近30家媒体记
者，介绍物联网为他养牛带来的好处。

将军村有养殖黄牛的传统， 但由

于山势险峻、 地处偏僻， 散养黄牛走
丢、摔伤现象频发，给养殖户造成很大
损失。

“每养一头牛，就能确保贫困户3
年不返贫。但一些人有顾虑，不敢养。”
驻将军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李建军说，
为打消村民顾虑，今年初，扶贫队联系
中国电信衡阳分公司， 借助物联网技
术与GPS定位技术，建立了物联网“小
牧童”散养牛群管理系统，用于管理村
里的散养黄牛， 在全省率先利用物联

网技术实现“网上养牛”。
“这是黄牛运动轨迹，这是黄牛健

康状态……” 界牌镇党委书记周建军
指着一台电脑的屏幕告诉记者， 只要
黄牛走出用户设置的运动范围或监控
器被破坏， 系统就会自动警报。 入网
后，每头牛的年龄及繁殖、健康、生长
状况等信息， 也都能在手机或电脑上
查询。

如今， 将军村村民养牛积极性大
幅提高。

�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
员 马宁）今天上午9时50分许，西气东输三
线长沙支线湘江定向钻穿越回拖成功，湘江
穿越工程最大难点被攻克，为长沙支线年底
投产打下了基础。

穿越工程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铜官窑镇
与靖港南部之间， 穿越段长度为2163米，穿
越地层在湘江河床底下20多米处。 有400米
角砾层，不利于定向钻穿越，施工难度极大。
工程自今年7月底开工以来， 参建人员克服
各种困难， 于10月24日开始回拖主管线。今
天施工现场雨水不断， 施工人员连续奋战，
实现定向钻穿越一次回拖成功。西气东输三
线长沙支线工程起于长沙县安沙镇，穿越湘
江后抵达望城区末站，线路总长45.6公里，设
计年输气30亿立方米，预计今年底投产。

物联网助衡阳县农民“网上养牛”

西气东输三线穿越湘江

�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刘澜) 今天下午，“创响中
国” 系列活动之2018京东云东路演暨京
东众筹创新与孵化交流会(湘潭站)举行。

近年来，众筹流行。京东相关负责
人表示，众筹不是简单“找人凑钱”，而
是借助互联网金融细分领域， 匹配上
下游产业链，实现资源资金有效对接。
众筹的出现， 为大众和企业提供了一

条新产品、 新营销模式自我展示与试
错的新途径。

这次活动由湘潭高新区管委会指
导，京东云、京东众筹主办。会上，京东
云事业部产业创新中心、 京东金融众
筹事业部相关负责人围绕产业创新和
众筹等发表了主题演讲。动力冲浪板、
新型洗碗消毒一体机等13个创新项目
进行了路演， 路演获奖者将获得京东

营销资源包。入驻京东云(湘潭)创新中
心的项目，还将获得京东资源扶持。

今年， 湘潭市政府与京东集团签
署了“互联网+”新经济发展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湘潭高新区共同打造功能完
善、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电子商务产
业体系。此次交流会走进湘潭，就是促
进京东优质资源与湘潭重点项目、优
秀“双创”企业对接的举措之一。

“众筹”助力创新创业
京东众筹创新与孵化交流会走进湘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