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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李莉滨 ）11月13日，
张家界市永定区西溪坪街道渡口社
区网格员向金沙冒着冷雨， 在他负
责的“网格”体育馆片区查看环境卫
生。当天，他用“居民通”APP，给区
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上传了两条涉
环卫信息，很快得到处理反馈。

能及时发现、解决问题，这是永
定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高效运转
的结果。该区依靠大数据中心、指挥
中心、 科学决策中心和便民服务中
心等线上管理服务平台， 与线下不
间断巡逻的777名网格员紧密配
合， 全天候立体化处理全区258个
村（社区）的民情信息收集、居民事
务代办、治安群防群治等，实现社会

服务“零距离”、社会管理“全覆盖”、
居民诉求“全响应”。

同时， 永定区网格化管理服务
平台整合了12345投诉热线、 多个
微信平台等资源，对矛盾纠纷、城市
管理、安全隐患、民生保障等6大类
236小类问题进行归类，实现区、街
道（乡镇）、社区（村）、网格四级联
动，并打通了与公安、城管、环卫、食
药等部门的横向连接，形成“发现上
报、调度分流、处置反馈、任务核查、
评价考核、结单归档”闭环
式管理。

为老年人提供社区养老
服务， 为留守儿童提供社会
关爱， 为残疾人提供上门服
务……在日常巡逻的同时，

永定区大力推行错时服务、 延时服
务、预约服务，促使每个网格员坚持
每天巡查自己的“格子”，面对面与群
众交流，及时发现、反馈、处理问题。

据统计，今年来，永定区网格员
累计走访群众约45万人次，上传信
息11万余条，化解矛盾纠纷1800余
件，处理各类问题5万余个，成为居
民身边的“知心人”“好朋友”。同时，
网格员还担任临时交通指挥员等，
为群众编织出一张“幸福网”。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 记者
李 秉 钧 通 讯 员 谢 古 袁 向 东 )
11月12日，在资兴市唐洞街道镜塘
村综合服务中心，10多位村民前来
办事。 村民许彪说：“我们要办什么
事，到村综合服务中心就行了，咨询
征地补偿、新农合缴费、独生子女费
申领等都能办，还有图书室等，查东
西很方便。”

2016年来，资兴市针对合乡并
村后村子规模扩大、 群众办事不方
便、原党员活动室不够、村民娱乐没
地方等问题， 经过深入调研， 按照
“必需、便民、节约”原则，决定改扩
建农村综合服务中心158个， 以更

好服务群众。为把好事做实，该市在
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中， 按照因
地制宜、 改扩为主、 节俭实用的要
求，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建设。在规
划设计时， 市委组织部明确综合服
务中心具有党政服务、便民服务、农
业服务、医疗服务、文体活动、旅游
服务、电商服务、金融服务等8大功
能，方便群众办事。

同时， 资兴市充分利用现有农
村集体设施， 盘活闲置村小学校舍、
原村部办公楼等资源，改扩建农村综
合服务中心105个。 对旅游重点乡
镇、村和农村电商发展重点村以及现
有公共服务设施特别差的村，则因地

制宜规划新建农村综合服务中心53
个。目前，已改扩建80个，新建49个。
蓼江镇秧田村将闲置村小学校舍，改
建为功能齐全、办事便捷的综合服务
中心。东江湖畔的白廊镇白廊村结合
旅游发展，采取合作共建方式，将服
务中心建成集办公楼、 精品民宿于
一体的多功能平台，既能服务群众，
又能搞活旅游，一举多得。

经两年多建设， 资兴市农村综
合服务平台基本完善。 很多村干部
表示，以前他们在家各忙各的，现在
村里有了综合服务平台， 党员干部
必须坐班值班， 群众办事随时找得
到人。

常德举办工业品
推介暨产销对接会

现场签订产销意向
协议总额达102亿元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
员 覃正文)产业潮涌汇沅澧，品牌荟萃耀柳城。
今天， 常德市举办工业品推介暨产销对接会,�
63家企业和63家采购单位现场达成合作意向，
签订产销意向协议总额达102亿元。 来自全国
各地的130多家工业品牌企业、200多家上下游
客商及大型电商平台代表等500余人参加。

此次活动由常德市政府主办， 常德市经信
委承办。活动旨在进一步实施“开放强市、产业
立市”战略，纵深推进“常德品牌·中国品质”品
牌推广行动，加快提升“常德制造”影响力和知名
度。此次签约销售的产品主要有生活用品、建材、
装配式建筑、机械、生物医药、安防电子、有色金
属及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产品等。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常德中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签约6单，
签约总额1.86亿元，销售新能源汽车295辆。

近年来，常德市聚焦工业园区主战场，深化
工业品牌建设，推动当地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
目前，全市有规模工业企业1165家，工业品注
册商标10828件、中国驰名商标39件、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14件、湖南名牌53件。

土货榨出“好彩头”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马翔 通讯员 王玖华

11月15日， 在双峰县青树坪镇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前
来送货的村民排起了长队，大豆、淮山等本地土特产品堆成了
一座小山。

“以前种了东西担心卖不出去，现在送到加工厂，有多少
要多少！”栗山村村民赵建国又送来300多公斤大豆，公司按
每公斤5.2元的市场价“通吃”。

这边土货收购火爆，那边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也“火力全
开”。经过研磨、榨汁、滤浆、调制、杀菌等10余道复杂工艺，颗
颗饱满的金黄大豆华丽“变身”，成了保健饮品，价值翻了好几
倍。

青树坪镇是农业大镇， 拥有农业专业合作社50余家，形
成了以淮山、大豆、萝卜、蛋白桑等为特色的规模产业，其中淮
山种植面积达8000亩，年产1.2万吨；辣椒、萝卜等蔬菜种植面
积达4000多亩。

“农产品规模化发展，要靠深加工来提档升级。”依托当地
量大、质优的原材料，看准商机的匡帮凡，脱掉“煤老板”的“外
套”，转行干起了“榨汁加工”业务。

谈起回乡创业经历，匡帮凡颇为得意。他说：“镇里农产品
种得多，许多产品因为渠道和卖相问题，卖不出去。疙疙瘩瘩、
弯弯糙糙的农产品，营养价值并不低。剥掉外衣加工成饮品，
反而能实现价值成倍增长。”

2016年5月， 匡帮凡在当地注册成立了好彩头食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好彩头”）。半年不到，公司就建成投产。一期
投入2800万元， 建成了2条全自动化果蔬饮品生产线、1条豆
奶生产线，每天能加工饮品17万瓶，有苹果醋、菠萝汁、玉米
汁、豆奶等10个系列。

敢于吃螃蟹的“好彩头”，凭借纯天然的原材料优势，产品
很快占领当地市场，并远销湖北、云南、贵州等地，今年已实现
产值4000万元。

企业迅速做大， 但匡帮凡念念不忘的还是镇里产量最大
的淮山，他说：“要为村民解决富余农产品销售问题。”

青树坪淮山去皮氧化快，榨出的汁易呈黑色。匡帮凡先后
运送20批本地淮山到省农科院食品研究所进行技术攻关。淮
山味淡，他加大原材料投入，坚决不用调味剂。历时7个月研
发，今年10月，打上“好彩头”标签的淮山汁顺利进入市场，已
有60余个经销商签约销售。

两年来，匡帮凡每年收购当地农产品200余吨，形成了集种
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吸纳120位村民就业。

依托“好彩头”的示范作用，青树坪镇形成了“海能食品”
“青树坪米粉”“艾香加工”等一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培育出7
个知名农产品商标，改变了农产品大而不强、低端同质竞争的
局面。镇党委书记李国庆说：“好彩头，成了全镇农业产业发展
壮大的‘好彩头’。”

抓实措施落实责任

湖南湘江新区
安全生产平稳可控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刘武）近日，湖南湘江新区迎来长沙市安委办安
全生产工作年度目标管理考核， 新区安全生产
台账资料及麓景路南延线隧道项目、 梅溪湖金
茂湾二期等工地接受检查。目前，湖南湘江新区
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 今年来未发生一起安
全生产责任事故。

今年来， 湖南湘江新区扎实推进重大产业
项目建设，建设项目多，具有高难险重的特点。
为确保安全生产，该区全面落实具体责任，从报
建、招投标开始进行全程监督，对业主单位、监
理单位和施工单位的责任一起抓。 各建设单位
还采取人脸识别、智慧监管等科技手段，防患于
未然。

目前，湖南湘江新区共有监管项目274个，
其中房建工程197个， 建筑面积约1558万平方
米；市政绿化工程77个。今年来，该区共签发限
期整改通知书711份， 设备限制使用通知书65
份，停工整改通知书102份，不良行为告知书48
份；并建立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清单31项，其中
29个已销案。

“我们始终把安全生产与其他重要工作同步
部署、同步实施，领导一岗双责，切实抓好目标责
任制落实。”湖南湘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通讯员
胡爱春 胡淦 记者 肖洋桂）“村里
有了企业扶贫车间， 不用走出家门
就能务工了。”11月13日，临澧县四
新岗镇久丰村贫困村民邵家喜说，
常德市天伦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党支
部与久丰村结对帮扶， 在村里开设
了扶贫车间， 他已在车间工作8个
月，月工资4000元左右。

常德市天伦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是设在临澧县的一家民营企业。近
年来，临澧县委高度重视、大力推
进“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
会组织）党组织建设。目前，已建立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100个、
社会组织党组织59个。对未建立党
组织的企业，也选派了党建工作指
导员。同时，该县广泛开展“两新”
组织党组织与贫困村党支部结对
共建活动、企业党员与贫困户结对

帮扶活动。为帮助贫困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常德市天伦精密铸造有限
公司党支部采取“公司+车间+培
训+贫困户”模式，先后在四新岗
镇久丰村、 佘市桥镇雅林村等5个
贫困村党支部开展结对帮扶，在村
里设立扶贫车间，解决就业300多
人，先后带动20多户贫困户脱贫。
合口镇常盛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
匡朗松、酒业协会党支部徐南山等
60多名“两新”组织党员参加结对
帮扶。“两新”组织党组织还积极发
动党员，为贫困户和贫困学生献爱
心， 已募集捐款70余万元， 资助
600多人次。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黄
巍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现在办
理登记， 当天就可办妥。”11月12日
上午，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人员到怀
化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预购预售抵
押合并登记”，下午就拿到了本本。

据了解，今年初，怀化市委根据
市纪委监委建议， 对市政务服务中

心及市重点项目办开展机动式巡
察，发现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51
个，强力督促其整改。市政务服务中
心与市重点项目办完善“一站式”窗
口服务，并联合组建“重点项目代办
中心” 等， 企业和群众办事大幅提
速。

怀化市标本兼治， 为非公经济

发展排阻清障。从正风肃纪入手，强
力整治经济发展环境。持续开展“宣
战庸懒散、提振精气神”干部作风大
整治，开展作风建设“风暴”行动，去
年来先后处理存在工作作风问题的
干部653人。 严查侵害非公企业利
益的违纪违法行为， 去年来已查处
相关案件104起。

同时，怀化市大力推进“放管服”
改革，简政放权，优化服务。市本级已
取消行政审批85项，向县市区下放行
政审批127项。目前，全市市场主体达
到22.15万户，比3年前翻了一番。

娄底税务助企“减负”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吴豪 吴丽红）11月14日，娄底市税务局组织干
部走访部分民营企业，解读税费减负、税务服务
等政策，指导企业落实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切
实减轻企业负担。

近年来，娄底市税务部门将助企“减负”作
为一项重点工作，持续开展“降成本行动”，帮企
业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实现减负增效。通过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 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
研发费用扣除比例；全面开展营改增政策辅导，
帮助企业全面掌握政策、切实用好政策、充分享
受政策红利；加速电子税务局建设，推行电子发
票，探索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发票等。

同时，全面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和减少
纳税人办税制度性成本。通过“减事项、减环节、
减资料、减时限”，实现办税事项、填报表单和报
送资料均减少20%， 办税平均等候时间比原来
缩短一半，办税时间平均缩短40%，办税效率提
高51%。

江永村干部坐班解民忧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我

种的7亩香芋获得丰收，收入在4万元以上。感谢村干部5个月
前帮我疏通了芋田渠道。”11月15日，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凤
岩山村村民朱吉祥来到村活动中心， 向值班的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何永志报喜。今年6月，施工人员在加宽千灌公路时，把道
路两旁的水渠堵塞了，使朱吉祥家的香芋田得不到灌溉。村干
部把此事记在“民情记事本”上，并立马落实解决。

针对部分村民找村干部办事难、 一些村干部把工作当兼
职的问题，江永县要求各村党支部、村委会主动转变职能，强
化服务，在全县9个镇112个村（社区）实行坐班制。规定112个
村（社区）的628名干部，“定点、定时、定则”接待来访群众，并
在村里醒目位置公布坐班人员名单、联系方式等。村支两委干
部严格执行上下班制度，且每村每天必须保证两名干部坐班、
值班。

江永县实行村（社区）干部坐班制，方便了群众办事，受到
一致好评。今年来，全县村干部共接待办事村民6万余人次，为
村民办理低保、新农合、危房改造等事项1.3万多件，化解矛盾
纠纷900多次。

为因病致贫拔“穷根”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通讯员 刘红梅 王

梓）临澧县中医院为因病致贫拔“穷根”，对因病
致贫的对象实施住院治疗费用自付部分全免，
共帮扶困难家庭47户，目前全村47户贫困家庭
29户已脱贫。

玉皇庙村是临澧县中医院的帮扶对象，位
于修梅镇东部，属省级贫困村。临澧县中医院根
据全村因病致贫对象的实际情况和医院的优
势资源，以健康扶贫为载体，创新方法，拓宽
渠道，实行全村因病致贫户免费住院治疗，贫
困户一律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医保结算“一
站式”服务政策。通过助力乡村医师培养、家
家都享有家庭医疗保健服务等举措， 为贫困
家庭撑起健康保护伞。2014年至今，该村通过
落实扶贫政策和贫困户自身努力攻坚克难，
实现脱贫143户，466人。 预计年底可实现贫困
村退出。

宁远：
三大项目签约总投资150亿元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见习记者 蒋茜)11月12日，宁远县
三大招商引资综合项目正式签约，涉及城市文创、旅游、农业
等产业。 此次签约的项目分别为宁远县印山公园城市文创综
合体，总投资30亿元；中华水街文化旅游产业园，总投资70亿
元；舜耕田园综合体，总投资50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大大提
升宁远的城市形象，将宁远打造成为“宜商宜居宜游”的“舜文
化大花园”。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刘春红）今天，以长
沙清水塘小学为主组建的清水塘教
育集团在长沙市开福区成立， 以推

动小学集团化办学， 探索构建省会
“15分钟优质教育圈”。

清水塘小学创办于1936年，是
全省知名教育品牌。 新成立的清水

塘教育集团有8所理事小学，包括清
水塘小学及第二小学、第三小学，还
有北辰小学、实验小学、江湾小学、
溪泉湾小学、 鹅羊山小学（暂名，
2019年开学）等，共有教师681名，
能提供优质学位近1.3万个。长沙市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集团化办
学以名校为龙头，能有效实现管理、
师资、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服务“零距离”、管理“全覆盖”、诉求“全响应”

“网格化”编织“幸福网”

搭好平台 便民利民
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具有8大功能，群众办事方便

临澧“两新”组织党组织有力量

扶贫一线显“身手”

怀化标本兼治为非公经济发展清障

市场主体3年翻一番

探索构建“15分钟优质教育圈”

清水塘教育集团成立

播撒
廉洁种子
11月15日， 学生在

分享自编的手抄报及对
廉政文化的理解。当天，
长沙市天心区涂新社区
党总支联合黄土岭小
学，开展“将廉洁的种子
播撒在孩子心中” 主题
教育活动， 通过创作廉
洁手抄报、 讲解廉洁人
物故事、 制作廉心墙等
形式， 培强学生对廉政
文化的认识。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张斌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1月 15日

第 2018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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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 1040 1570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776 173 307248

2 6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1月15日 第2018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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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959009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29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833164
7 8486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10
70141

1222276
10760202

64
3220
55678
488837

3000
200
10
5

1216 31 32 3318

永定区

资兴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