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李茁 陈
鸿飞 通讯员 李金山 欧雪梅 阳新)“今
天凌晨，我支气管哮喘发作，咳嗽不停，疼
痛难忍，一个电话，村医务室医生就上门
来给我治疗。真好！”10月下旬，居住在衡
南县栗江镇六合村养老服务中心年逾七
旬的王继谊动情地说。近两年，衡南县新、
扩、 改建农村公共综合服务中心98个,如
今，在衡南农村，群众办事、看病越来越方
便。

一直以来，农民“办事难、看病难、活

动少”十分突出。并乡合村后，辖22个乡
镇、375个行政村的衡南县， 广大农村、特
别是部分贫困村位置偏远， 群众居住分
散，交通不便，加之投入不足等原因，卫生
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民办事、看病很不
方便。2016年初， 衡南县启动农村公共综
合服务中心建设。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
按照贫困村优先规划建设原则，分三批推
进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去年，重点建
设近尾洲镇福元村等一批没有活动场所
的村，以及年度需退出贫困村的村 ,共计

68个项目。今年，县里重点建设三塘镇乐
洪村等8个服务中心为重度危房的村，以
及年度需退出贫困村的村 , 共计30个项
目。目前，该县省级贫困村已全部完成农
村公共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为规范全县农村公共综合服务中心
建设，该县科学规划，统一标准，明确建制
村建设面积为300至500平方米， 涵盖党
建、便民、生产、医疗及文体活动等五大服
务功能， 内设党员活动室、 便民服务站
(厅)、计生卫生室、村民议事室等10个职能

活动服务场地。
据统计，去年以来，全县已新完成农

村公共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98个，涵盖
22个乡镇、76个行政村， 其中省级贫困村
65个。 基本解决了目前这些村， 党建、文
体、养老、医疗等缺少活动场所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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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杨娟）10月下旬，在辰溪县龙头庵乡
长田村一个山头上，辰溪发喜油茶农民专
业合作社社员许多喜正在油茶地里采摘
油茶籽，满脸是丰收的喜悦。他告诉记者，
在合作社帮助下， 他家种了1300余亩油
茶，今年纯收入至少有40万元。

近年来，辰溪积极推动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发展，在建强组织、延伸链条、主打生
态农业等多方发力。目前，全县注册登记

农民专业合作社700余家， 其中国家级示
范社2家、省级5家，年销售收入达12.5亿
元。全县入社农户3万余户，带动贫困人口
2万余人脱了贫。

为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领导，
辰溪成立了专门的领导班子，大力推进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该县制定了加快农
民合作社发展的以奖代补管理办法等文
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县财政
每年投入专项建设资金，重点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加大对农民技术培训力度，着力
做大做强做优稻花鱼、油茶、蔬菜、蛋鸡、
黑木耳等特色产业。

同时， 辰溪立足资源优势和特色，做
大规模、做强品牌，激发农业产业活力。全
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目前已获无公害产
品认证35个，稻花鱼、油茶、金银花获得国
家地理标志商标；依托龙头企业，挖掘加
工潜力、拓展增值空间、拉长产业链条，形
成以稻花鱼、粮油、果蔬等为重点的农产

品加工业；积极发展立体生态农业、电子
商务、冷链物流等，形成“稻+鱼”、林下经
济等高效生态产业。目前，辰溪已发展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7家 , 油茶综合种养
30.6万亩、稻花鱼养殖15万亩，全县272个
村建立了电商平台。

辰溪还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建设
稻田公园等景点， 推动农业产业与乡村旅
游融合发展。全县乡村旅游发展迅速，截至
10月20日,今年已接待游客55.2万人次。

常德出台制度
办案“打招呼”
一律登记报告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侯宏
栋 皮柏枝)今天，记者从常德市纪委监委了解到，该市
建立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书面报告“打听案情、过问
案件、说情干预办案情况”制度，书面报告相关情况并每
两个月向市委常委会汇报一次。这是常德下气力解决特
权思想、权大于法、人情关系等现实问题，深入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

规范填报应予报告的各类事项是加强纪检监察干
部监督工作的重要规定。该市纪委监委明确要求，在监
督执纪监察各个环节，包括信访受理、线索处置、监督检
查、初步核实、立案审查、监察调查、案件审理等，发生打
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情况的，实行一案一事一人
一填报， 填报人报请分管领导阅签后3个工作日内，抄
送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备案，重要情况第一时间直接向
常德市纪委书记报告，每两个月向常德市委常委会汇报
一次。

常德市纪委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一位办案人员对
该制度的出台特别支持。他认为，说情打招呼干扰了正
常办案秩序，也给说情打招呼的人留下了腐败隐患，登
记报告制度对大家能起到很好地保护作用。

长沙家庭服务
诚信平台上线

可查家政企业及人员诚信记录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郑旋）今天，一位名叫

唐静的家政员拿到由长沙银行颁发的诚信家政注册卡，
成为湖南省首位诚信注册制家政员。这标志着“湖南·长
沙家庭服务诚信平台”正式上线，今后，市民可通过此平
台进行家政预约、诚信查询、家政服务溯源、实时评价家
政服务质量等。

据悉，长沙家庭服务诚信平台包括“长沙家政”诚信
平台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家服云”，覆盖行业协会上千家
家庭服务公司、涵盖20多万家庭服务人员的信息。在该
平台上，能够查询到家政公司、家政人员的诚信记录。凡
有过不良记录的家政人员将被列入“黑名单”，并通过平
台在各家政公司共享信息。此外，通过该平台，家政公
司、家政人员和雇主还可实现“三方互评”，保证服务质
量。“这为推动家政行业发展产业化、 服务管理规范化、
市场运营信息化、从业人员职业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长沙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匡力平表示。

今天，全国首个诚信家政频道也在新湖南客户端同
步上线，将及时发布家政行业动态和家政知识。

“政银企”共同体
共谋产融双赢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李曼斯 李涛）今天，以“银
企合作，产融双赢”为主题的银企沙龙于宁乡高新区举
行。此次活动汇集政、银、企三方，旨在建产融合作平台，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本次活动由宁乡市委、市政府主办，长沙银行宁乡
支行承办，宁乡市20家银行机构和来自宁乡经开区、宁
乡高新区、金玉工业园、夏铎铺工业园区的100多家有
融资意向的企业参加。

为了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承办方特意邀请
了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湖南大学金融发展与
信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杨胜刚，为大家分析供应链金融
相关知识。 他从供应链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角度出发，分
享了一些他在当下金融形势中关于中小企业生存发展
的思考。他认为，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是供应链金融的核
心，也是解决上下游企业融资需求的核心。

“政银企三方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此次沙龙为三
方搭建了一个沟通平台， 对于进一步促进银企有效对
接、促进产业金融互动双赢有着重要意义。”宁乡市市长
付旭明表示。

长沙政产学研
对接长沙矿院

签约合作项目20个，金额逾2亿元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李文耀）近日，长沙市

政产学研对接活动走进中国五矿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现场签约合作项目20个，金额2.04亿元。

长沙矿冶研究院始建于1955年， 培养造就了余永
富、刘宝琛院士等大批科技创新人才，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特等奖等国家及省部级科技奖励500多项，孵化了
金瑞科技、惠同新材、长远锂科、金驰材料、金炉科技等
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这次，长沙市科技局筛选汇编了50
多项企业技术需求，前来对接长沙矿冶研究院148项科
技成果、专利。长沙矿冶研究院选取该院海洋所、智能
所、环保所、材料所和金炉科技等6个重点领域的科技
成果进行了路演。

长沙市委、市政府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转型发
展的重要支撑，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作为重要
手段，通过“协同创新、企业集聚、平台打造、人才引领”
4轮驱动，深化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间的合作，促进科
技成果就地转化。目前，该市应用型科技成果转化率达
26%，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以上。

102岁的义务护路员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提茂 邓亚军

10月18日一大早， 新田县骥村镇封神岭
自然村102岁的周良发老人，就在忙着清扫村
道上的落叶，清除路旁杂草。

周良发生于1916年，现在健在的子女有9
个，其中年纪最大的84岁，最小的也有63岁，
五代同堂，子子孙孙共有近200人。周良发虽
然年事已高，但仍耳聪目明，口齿清晰，身体
健康，每天坚持劳动。

谈起村里道路，周良发滔滔不绝。他说，
以前山里只有一条一人能过的羊肠小道，外
面的人很少到村里来。新中国成立后，上级派
来了工作组，组织邻村的村民来帮忙，拓宽了
道路，村民们可以推着板车去赶集了。改革开
放后， 这条路变成了可以进出手扶拖拉机的
土路。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两车道水泥路。考
虑到他年纪大了，在修建水泥路时，还把他屋
前的土坪用水泥硬化了。

周良发的大儿子、84岁的周柏顺对记者
说， 父亲一直心存感激， 特别爱惜村里的道
路。20多年来，他每天义务清扫村道，主动拿
着锄头、镰刀清除路旁杂草等。他一天不到村
道上看看、劳动一下，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
他常说，路好走了，大家都方便。

为了倡导全体村民爱路护路， 周良发还
编了一首顺口溜， 教村里的孩子们传唱：“封
神岭风光好，羊肠小道路难走，挑担山货去赶
集，还要伙铺住一晚。新社会，变化大，党和政
府来帮忙， 开山修路新气象……爱护道路人
人记，共建美好新村庄。”

村民周进财告诉记者，在周良发影响下，
村里很多人自觉清扫、养护村道。近些年来，
没有发生一起破坏村道， 或在村道上晒谷等
占道行为发生。 今年， 村民们还义务投工投
劳，修通了进入村后山林的机耕道，方便山货
运输。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霜降前后，是油茶籽采摘最佳时节。
在浏阳市镇头镇， 全省目前唯一的连片
10万亩油茶林迎来丰收。

10月19日上午， 镇头镇土桥村油茶
林场，随着开山仪式响起“开山喽”的喊
声，村民们挑起箩筐、背着背篓，上山采
摘油茶籽。为期3天的浏阳（镇头）2018首
届油茶文化产业博览会， 也在这一天启
幕。

改良油茶树上挂满果实， 村民们脸
上写满喜悦。 土桥村种植大户叶欣荣一
边算账一边采摘，“我种了226亩油茶，今
年可收入75万元。”

浏阳市是全国油茶示范基地县
（市），全市种植油茶78万亩，年加工茶油
2.8万吨。 镇头镇作为浏阳油茶主产区，
目前逾3000户农户参与油茶种植，已成
立油茶生产合作社20多家，从业人员超2
万人，今年油茶产值预计达4亿元。

近年来， 镇头镇还不断拉长油茶产
业链，走出一条油茶产业化、品牌化新路
径。

在镇头镇金田村， 有370亩作为国
家、省研发项目的良种油茶林。这是浏阳
市好韵味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改良油茶
品种的成果。“油茶种植是一个有前景、
有市场的绿色产业。”合作社负责人师艳
林介绍， 目前他们主营油茶种植和油茶

籽销售， 与他们合作种植油茶的农户达
740户，总种植面积超过7000亩。

在距离土桥油茶林场不远处的湖南
金霞（浏阳）油茶科技有限公司，建起了
现代化的茶油生产车间。 背靠镇头镇10
万亩连片油茶林，公司不愁没有原料，而
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让
公司实现了油茶种植、加工、科研、销售
全产业链经营。

“镇头镇宛如一部茶油生产史，从最
原始的槌撞榨油，到家庭式榨油坊，再到
现代化油茶企业， 发展轨迹十分完整。”
镇头镇负责人说， 油茶产业已成为当地
村民发家致富的支柱产业， 铺就了乡村
振兴之路。

衡南建设农村公共综合服务中心98个
实现省级贫困村全覆盖

辰溪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00余家
带动2万余人脱贫

老百姓的故事

乡村振兴纪实
浏阳镇头镇：

油茶林铺就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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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324
78343

335
1945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0月29日 第2018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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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0311 18 21 27 28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0月 29日

第 2018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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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1040 388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24 173 177152

5 31

记录长沙
发展变化

10月29日， 长沙
市解放西路， 摄影家
在采风拍摄。当天，湖
南省摄影家协会联合
长沙市文联开展《长
沙：时光的影子》摄影
采风活动，唐大柏、张
黎明、 韩世祺等10余
名摄影家用镜头为改
革开放40年的长沙留
下美好见证。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