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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记者走进永兴县便江街
道五成村，注江清澈见底，静静流淌过村
庄。云尚丹霞民宿内，吃饭、烧烤、划船的
游客络绎不绝， 作为股东之一的彭杨朋
一会儿打扫院子，一会儿修剪草木，忙得
不亦乐乎。

“我是村里的贫困户，通过扶贫贷款5
万元入股了云尚丹霞民宿。”彭杨朋说，民
宿今年6月份开业后，前来“尝鲜”的游客
络绎不绝，尤其是周末，好多游客都订不
到床位。算下来，分红万把块钱没问题。

五成村距县城7公里， 地广人稀，村
民分散居住在75个居民点。 有建档贫困
户52户、189人。作为“全国乡村旅游扶
贫重点村”，该村山清水秀，旅游资源十
分丰富， 由于道路交通不便， 秀丽风景
“养在深闺人未识”， 村民们可谓是手捧
“金饭碗”过着穷日子。

村党支部书记曹斌介绍， 近几年通
过争资立项，村里新修了环村公路，为产
业发展破除了“瓶颈”，引各地“驴友”纷
至沓来，带动村里的民宿、农家乐、水上
游等项目一个个建了起来。

离云尚丹霞民宿不远处， 贫困户雷
云亮正在水塘边拉网收鱼。去年，雷云亮

自力更生承包了一个20多亩的鱼塘，并
与其他贫困户合作成立了“祥云养殖合
作社”， 合作社出产的农产品通过自产
自销模式， 一部分卖给民宿和农庄，一
部分则由合作社销出。

“鱼每公斤卖20元， 一年可卖出
5000公斤左右， 今年纯收入可达8万
元。”雷云亮喜笑颜开地介绍。

近两年来，通过一系列“组合拳”，
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实事惠及全
村。村主干线路和村民集中点安装的22
盏路灯，点亮了山村的夜晚；新建的村
级综合服务中心和村文化广场，让村里
“焕然一新” ……曹斌很有底气地说：
“五成村2016年已通过省里验收摘帽，
但脱贫不脱政策，村里会全力做活旅游
产业文章，让更多乡亲受益。”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丁白玉 张远芳 周达略

近日，从省科技厅传来喜讯，湘潭·
长塘创新创业街旗下的“零一·众创空
间”获评“湖南省众创空间”。这一秉承
“集青年创新智慧，圆大众创业之梦”理
念，为有想法的创业者提供全免费拎包
入驻的项目运营空间，从此多了一张闪
亮的名片。

“零一·众创空间”和双创孵化器、双
创孵化基地一起， 都是湘潭·长塘创新
创业街旗下的运营项目。为更好地服务
街区运营项目和双创项目，街区成立了
基层党组织———中共湘潭市岳塘区长
塘创新创业街联合支部委员会，以党建
为引领，为发展添助力。在创业项目孵
化进程中，联合党支部为入驻企业和创
业者免费提供创业咨询、创业培训和辅
导、管理咨询、电子商务咨询等全方位
服务。

聚是一团火，散做满天星
以创新创业助推实体经济发展为

目的的湘潭·长塘创新创业街成立于

2016年8月。这条长2.2公里的街区，现已
建成门面及写字楼870个，入驻企业、商
户1000多家， 安置就业人员2300多人，
成为湘潭市重要的商业服务街以及“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人才聚集地。

发展为创业孵化基地、孵化器、创客
共享办公空间、众创空间等多种形式的
双创服务平台，一直都是长塘创新创业
街努力的方向。然而，在街区成立之初，
企业、商户大多各自为战。就算同在一栋
楼，彼此不打交道、互不认识的情况也非
常普遍。如何将大家凝聚起来一起成长，
并吸引更多的创业者来街区共同奋斗？
这成为摆在街区领导面前一道急需解
决的难题。

“聚是一团火，散做满天星。”2017
年9月， 长塘创新创业街联合党支部诞
生，这句醒目地写在街区党群服务站外
墙上的话，成为街区加强基层党建的出
发点，更是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落
脚点。

“党建+”模式成“红色引擎”
党旗飘扬，风帆正劲。成立后的长塘

创新创业街联合党支部创造性地推出了

360度“党建+”模式。以“做强都市产业，做
优民生福祉”为主线，将“党建+”打造成经
济发展的“红色引擎”。

“以前以为街区就是‘收租婆’，没想
到却是贴心的‘服务员’。”艾善堂文化养
生馆位于街区长塘大厦，老板戴能伟谈
起在这里的创业感受时笑容满面。人到
中年初次创业，戴能伟庆幸有街区无微
不至的关心和帮助。从帮忙解决装修问
题，到策划全套的促销活动和推广方案，
并邀请专家进行专业指导，戴能伟由衷
感叹：“进了长塘创新创业街， 就像进了
‘商学院’一样。”

和戴能伟有一样感受的企业家不
在少数。“而这， 都是街区在党旗指引下
开展的服务活动带来的直接体现。”长塘
创新创业街联合党支部书记许伦表示，
“党建+”正成为街区经济发展的“助推
器”和“加油站”。

“党建+创新创业”，助力企业加快
转型。在联合党支部的指引下，长塘创新
创业街每月都会举行创新创业服务活
动。创业沙龙、创业培训、项目路演；邀请
创业培训师现场指导和解决创业难题；
组织街区企业参加“中国创翼” 双创大

赛， 为创业就业人员提供培训辅导……贴
心的服务既为企业解难题， 又为企业转型
发展献计出力。

“党建+楼宇经济”， 推动商圈繁荣发
展。长塘创新创业街始终坚持“绿色、开放、
智慧、协作、共享”的理念，走出了一条“党
建引领、市场运作、智能驱动、多元融合”的
新路子。 目前， 长塘创业孵化器已初具规
模，基地入驻企业62家，孵化企业14家。

“党建+产教融合”， 促进发展动能升
级。街区推行区域化大党建工作模式，积极
搭建区域内企业、 组织之间交流合作的平
台， 促进人才培育与产业需求相融合。同
时，通过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街区分别
与湖南科技大学等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实现科技发
展与成果转化。街区相继被评为省、市“创
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孵化器”，并成功
申报了“湖南省返乡农民工创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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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伟 肖锋

11月19日上午，临澧县合口镇芭茅
社区梅菜加工厂内， 邵国林正组织村民
将加工好的梅菜叶、 梅菜心等梅菜产品
装上货车，发往长沙及北上广等地。邵国
林说， 去年梅菜出口多， 今年主要是内
销，预计全年产值达6000多万元。

梅菜，又名富贵菜，是广东梅州、惠州
地区特产。因其富含多种维生素，被定为
“天然健康食品”。 梅菜可独成一味菜，也
可作配料制成梅菜扣肉、梅菜汤等菜肴。

芭茅社区，原来是村，也不产梅菜，
梅菜在芭茅落地生根， 得益于村民邵国
林。1979年，邵国林从部队退役后，进入
建筑行业，当起包工头。2013年，积累了
一定财富的邵国林回到乡里， 发现田地
荒芜了，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
老人许多上了年纪。

邵国林心想， 要是能将荒芜的田地
利用起来、 乡亲们又都受益就好了。当
时， 他远在惠州的战友发展梅菜产业风
生水起。于是，邵国林和战友商量，按订
单农业模式发展梅菜， 他负责种植、加
工，而战友负责销售。

引进梅菜产业的想法得到社区干部
大力支持。 社区党总支书记邓群明等党
员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群众工作， 流转
土地。2013年，按每亩流转费600元的标
准，流转200多户村民的518亩土地。

梅菜生长周期为2个半月。当年9月
份梅菜播种下去后， 荒芜的田地很快长
出绿油油的一片。 第一次就收割了150
多万斤鲜叶，获利150多万元。第二年，
梅菜种植面积扩张到1100多亩。 现在，
梅菜产业辐射到了周边镇村， 面积达
3000亩。邵国林还成立了临澧县新明发
梅菜种植合作社，注册“老合口”品牌，搭

乘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顺风车，梅菜
产品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德国等地。

梅菜产业带动了大量中老年劳动力
就业致富。67岁的苏二姐， 以前种植2亩
作物，收入不超过2000元。现在，一年可
获得流转费、 务工费共计1.8万多元。此
外，在邵国林带动下，常年在外务工的居
民也纷纷回乡从事种植行业， 种植玉米
加工饲料、发展大棚蔬菜等。村里再也没
有荒芜的土地，重现勃勃生机。同时，美
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 宽敞的村道亮起
了路灯， 新建民房如别墅一样矗立在道
路两旁，成为当地一道靓丽风景线。

合口镇党委书记章兴桂说，梅菜成了
富农增收的“富贵菜”，今年，该镇制定了
梅菜产业发展3年规划，投资200万元完善
相关配套，将梅菜种植面积扩大到10000
亩，力争产值突破1亿元，将合口镇打造成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特色小镇。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王
文隆 通讯员 杨访问 董碧 ）昨天下
午，浏阳市首届“廉政文化周”启动
式暨“传承清正家风·建设廉洁浏
阳” 恳谈会在胡耀邦同志纪念馆召
开，该市领导干部在集体廉洁宣誓、
听耀邦廉洁故事、 谈廉政体会中接
受了一次生动的廉政教育。

“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
劝止我哥哥、 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
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
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
担不起……”不仅写信劝阻，1961年
11月， 胡耀邦还折价24元退回了家
乡大队支书千里迢迢送去的冬笋和
芋头。

讲解员的讲述声情并茂。 胡耀
邦“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
怀，公道正派、坚持原则的崇高风范
和廉洁自律、代代相传的优良家风，
感染了恳谈会在座的干部群众。

“浏阳这片热土上积淀的红色
廉政文化 , 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具有弥足珍贵的教育价值。”浏阳市
委主要负责人寄语大家简化生活
圈、规范工作圈、净化朋友圈，做一
个简单的人、单纯的人、幸福的人。
他提议， 今后浏阳市每年11月都到
耀邦故里举办“廉政文化周”相关活
动。

从本月18日开始， 浏阳市陆续
举办了胡耀邦廉洁家风与廉政思想
研讨会、《耀邦回乡》 花鼓戏演出活
动，接下来还将举办“清风润浏阳·
传承好家风”主题分享会等活动。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李曼斯 彭威） 昨天， 宁乡市
2018年“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此次活动以
“保护野生动物，守护绿水青山”为主题，旨在引导公众关注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活动现场， 宁乡市玉潭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精心打造
了80幅以野生动物保护为主题的美术作品。另外，现场还
展出了宁乡籍女性摄影家肖辉跃拍摄的鸟类生态摄影作品
共100幅,以及由湖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提供的野生动
物标本。

接下来，宁乡市林业局、长沙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宁乡
环保志愿者协会将组织为期一周的多场宣讲活动， 深入学
校、社区及基层群众当中，宣传野生动物保护价值，提高广
大人民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宁乡山多林茂、生态优良。目前,该市已建成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点2个、 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基地100多家，有
力保障了野生动物资源安全、维护了生物多样性。同时，社
会公众保护意识也显著提高， 近两年共接收群众送来救治
的小动物48例，其中不乏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党建+”点燃大众创业梦
———湘潭·长塘创新创业街强化党建服务经济发展纪实

11月19日 ，蓝山县荆竹瑶族乡新寨村新寨组，扶贫工作队员给该组村民赵见才（左二）送去残疾证。新寨村扶贫工作队
在上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赵见才因20多年前患上精神疾病失去劳动能力，领他到相关机构鉴定办理了残疾证，并按照应享
尽享原则帮他衔接相关扶贫措施。 杨雄春 龙承忠 摄影报道

芭茅：小梅菜种出“大钱景”乡村振兴纪实

听伟人故事
传清正家风

浏阳市首届“廉政
文化周”启动

帮扶政策送到家 宁乡“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启幕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段灵利)
一块大屏幕、一张电子地图、一个监管平台，全镇生产经营
单位分布、隐患分级分类动态评估形势、生产作业现场高清
视频图像、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调度等内容一览无余。11月
21日，记者在永州市祁阳县白水镇看到的这一幕，是该镇建
设的“互联网+安全小镇”监管新平台。

永州市今年在全省率先开展“互联网+安全小镇”建
设，目前已建成14个试点乡镇，明年在全市所有的乡镇（街
道）铺开。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李大剑在该市调研时，充
分肯定这一做法。

据悉， 永州“互联网+安全小镇” 建设， 重点开展
“10+N”建设，即一个安全监控指挥中心、一个隐患风险大
数据分析预警管理平台、一套可视化GIS地理地图定位系
统、一套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系统等和“N”个安全促进项
目。各乡镇（街道）结合自身特点，在开展“互联网+安全小
镇”建设中，引入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机构专业技术力量，
委托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应急救援
和演练、安全培训等有偿服务，提升安全生产管理专业化
程度。

“我们依托互联网+安全监管平台建了微型应急救援
站，对辖区内一些小火灾，就‘近’就‘熟’，能在第一时间进
行扑救、抢险。”冷水滩区珊瑚街道安监站站长邓维说。

永州市安监局负责人认为，“互联网+安全小镇” 建设
让基层监管更有效，让企业履责更到位，让第三方服务更精
准，真正实现安全生产长治久安。

永州率先建设
“互联网+安全小镇”

14乡镇试点， 明年在全市所有
乡镇（街道）铺开

做活旅游富乡亲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李
文耀） 在长沙市科技局组织下，2018
年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携小微
企业组和初创团队组分组决赛前10
强选手，联合产业咨询、品牌策划与
运营、人力资源等专家团队，日前走
进望城区乔口镇盘龙岭村开展了一
次别开生面的众创扶贫活动。

此次众创扶贫行动中，大赛选手
和专家在村委会干部的带领下，赴养
殖大户、 贫困户家中进行访谈调研，
找准扶贫对象致贫原因、摸清帮扶需
求。在摸清了大致情况后，大赛选手、
专家和村支两委共同召开了主题研
讨会议。通过研讨谋划，专家们提出
了很多帮助盘龙岭村打造出一条完
整的养殖产业链的意见和建议，并就
如何通过企业化运作， 降低人工成
本，制定相应的管理标准，实现精准
控制等方面与养殖户进行了深入交
流。大赛组委会还特邀长沙学院小龙
虾养殖专家刘臻教授随同走访调研，
帮助解决养殖户在小龙虾养殖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

� � � � 2018长沙科技创新
创业大赛创出新意

为脱贫出点子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王中辉)
11月18日，天空飘起小雨，邵阳县七里山场新田村村民康
安生急匆匆赶往油茶林，检查自己的蜂箱，这些蜂箱是他
脱贫致富的宝贝，他十分爱惜。从2015年养蜂至今，他不仅
自己脱贫致富，更是带领8户贫困户一起养蜂脱贫。

发展蜜蜂养殖，是新田村村支两委为村民规划的脱贫
产业之一，除了养蜂，村支两委还鼓励、帮扶村民开展油
茶、养鸡、养猪、养鱼等产业。通过村部指导、致富能手引领、
科技专家把脉，邵阳县正展现出村村有产业、借产业促脱贫
的可喜局面。

近年来，邵阳县创新扶贫理念，整合扶贫力量，因地制
宜为全县418个村（社区）选优配强致富带头人、村（社区）
干部、 驻村帮扶队员、 科技特派员等四大类型产业助理
4000多名，建立起高质量的扶贫人才库，全程指导贫困群
众产业致富，打通困扰群众可持续脱贫的“最后一公里”。

目前，该县已形成油茶、优质稻、生猪、烤烟四大帮扶产
业， 累计8.9万名贫困对象通过精准产业扶贫实现脱贫，全
县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0.33%下降到2017年的8.27%。
2018年，全县拟出列贫困村60个村，预脱贫37165人；通过
产业精准助力，6215户贫困户参与到了产业致富中来。

邵阳县4000多名
“产业助理”助扶贫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1 4142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90
576
7084

1
7

143

261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1808
85569

279
200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1月21日 第2018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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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9454 元
10 0812 13 14 17 22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 年 11 月 21日

第 2018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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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1040 163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573 173 99129

8 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