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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周
俊 通讯员 肖文辉 王万超 龙依 ）

“打得好！ 就是要把这些黑恶势力扫
掉，让社会太平。”11月25日，在涟源
市茅塘镇马溪村村部，村民们围着刚
张贴出来的《全市扫黑除恶通报》，连
声称好。 通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涟源市扫除了一大批黑恶势力及
其“保护伞”，有效净化了社会环境。

今年以来，涟源市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与反腐败工作、 基层治理、队

伍净化，以及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等深
度融合，纳入绩效评估、党建和综合
治理等考核范围， 建立专项举报、线
索移送、档案管理、责任追究等14项
制度，通过力量整合、案件会商、联合
办案等举措，织密“社会安全网”，全
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涟源市重点整治“村霸、砂霸、运
霸、路霸”等突出问题，大力开展宗族恶
势力专项排查整治， 共排查违纪违法
村干部68人、村级恶势力3个，有效清

除了长期影响村级发展的不利因素。
按照“线索排查全覆盖，核查零库存”的
原则，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从重
点人员、重点场所和派出所接（报）警记
录中排查黑恶势力线索，对相关刑事、
治安、信访等信息梳理串并，实行逐一
排查。全面发动群众参与，公布举报电
话、举报信箱，开通网上举报平台，发放
涉黑涉恶线索摸排表， 出台举报奖励
办法， 打响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群众斗
争，让黑恶势力无所遁形。

同时， 建立监督执纪问责制度。
对不敢动真碰硬、不担当作为甚至压
案不办、充当“保护伞”的领导干部，
予以严肃查处；对涉黑案件，深挖其
背后腐败问题；对黑恶势力的“关系
网”“利益链”，追查到底、绝不姑息。

目前，全市共收集各类涉黑涉恶
线索178条， 成功侦破各类涉黑涉恶
案件69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85人，打
掉黑恶势力团伙12个。全市社会环境
得到进一步优化。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王
晴 通讯员 丁会云）11月25日， 位于
临湘市钓具（浮标）电商产业园的临
湘小凤仙渔具中心仓储部打包房内，
打包员张元君和她的25位同事，将货
物分类包装后，进行扫码发货。张元
君说：“每天要打包4000多件发往全
国，中心年销售额达5000余万元。”

近年来， 临湘市为扶持电子商务
发展，出台相关文件和系列优惠政策。
市财政每年安排100万元，用于电商平
台建设、专业人才培训；各乡镇（街道）

也分别设立专项资金， 重点支持电商
平台服务体系建设和应用普及。 该市
还整合商务、人社等部门资源，累计培
训电商人员1000多人次， 帮助200多
人实现了电商就业创业。 全市14个乡
镇（街道）建设了58个农村电子商务服
务站，实施农村电商服务站、金融扶贫
站、助农取款服务点“三站”融合，实现
了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城乡全覆盖。

临湘市先后引进阿里巴巴、京东商
城等知名电商平台，以城区电商营运中
心、钓具（浮标）电商产业园等两大基地

集聚电商企业抱团发展。钓具（浮标）电
商产业园现已入驻电商企业28家，其中
9家企业被认定为湖南省电子商务企
业。建成大型物流配送中心1个，发展物
流快递企业与个体站点60多家、物流配
送车辆1000多台，在网络平台上开店的
企业和个体网店达1000多家，从业电商
人员达5000多人。 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触
网”率超过80%，电子商务年交易
额达33.04亿元。

电子商务迅猛发展， 助力县

域特色产业壮大， 带动全市从事浮标生
产企业由2012年的105家发展到现在的
590多家； 在网上开店的南竹加工企业
达136家。2012年临湘市钓具（浮标）总
产值仅1.2亿元,去年增长到了30亿元，南
竹制品总产值由5亿元增长到了33亿元,
茶叶制品总产值5年也增长了近两倍。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张佳
伟 蒋剑平） 今天上午，2018中国
崀山“百里脐橙连崀山·产业扶贫
耀三湘”第四届脐橙文化旅游节在
新宁县开幕。

此次节会由新宁县委、县政府
主办，将持续至11月30日。期间，
将举办脐橙园开园式、脐橙产品销
售洽谈暨电商“一县一品”网络购
销会、 旅游营销宣传、《浪漫崀山》
音乐专辑出版发行和旅游嘉年华
等一系列活动。

开幕式现场，新宁籍歌手刘元

元、刘洋真理分别演唱《崀山脐橙
香》《多情崀山》，为家乡甜美脐橙、
秀美崀山“代言”；更有“亚洲飞人”
盛广强翼装飞行表演、环球旅游小
姐走秀和新宁县本土民族歌舞表
演等助力。据悉，开幕当天，新宁脐
橙通过电商渠道对外发货6万公
斤。

新宁是全国四大脐橙出口基
地之一， 脐橙种植面积达46万亩、
年产41万吨、 年创产值22亿元，受
益群众达40万人。脐橙产业成为当
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宁奎）由省商务厅、省网信办、省扶
贫办与湖南日报社联合举办的
2018湖南省张家界市“一县一品”电
商扶贫专项活动，将于12月3日正式
启动。届时，京东、阿里巴巴、友阿云
商、 通程时尚等电商企业以及步步
高、家润多、家乐福等大型商超将聚
集张家界市永定区，助力精准扶贫。

据了解，这次活动将现场设置
电商平台活动区、 农特产品活动
区、商超渠道对接区等，向商家和

市民集中展示当地特色农产品。同
时， 通过举办农特产品产销对接
会，支持张家界市农产品“零门槛”
入驻大型电商、 商超扶贫特产专
区，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农
特产品“难卖”“贱卖”等问题。

这次活动还将组织中央、 省、
市、区四级主流媒体，全方位、高频
次对张家界市特色农产品进行推
介和宣传，打响农特产品“张家界
品牌”， 扩大电商扶贫的经济和社
会影响，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戴鹏）办养老、幼儿医保，只需动动
手指， 在手机上操作即可完成；企
业办理人社业务，无需出门，在网
上几分钟就能搞定……这是11月
23日， 记者在株洲市芦淞区体验
到的“便捷”。工作人员介绍，该区
通过“互联网+人社”建设公共服
务平台，实现22项人社业务“一次
不用跑”，51项“最多跑一次”。

今年6月， 芦淞区人社局推行
“一个窗口对外、一套业务流程、一
个平台共享”，要求做到“监管零盲
区、办事零距离、审批零超时、服务
零投诉”，借助“互联网+”，建设基
础支撑平台、监督管理平台、电子
服务渠道、本地个性化需求4个模
块，让数据多跑路，实现“不见面，
办好事”。

芦淞区为企业打造的“互联网
+人社”公共服务平台，率先在全省
人社部门中采用电子签章，实现医
疗、生育、失业、养老4个险种每月人
员异动申报、劳动用工备案网上通
办，并实现电子档案跨部门流转，企
业办理业务只需提交一次电子材
料，办理时长从平均1.5天缩短到10
分钟。在个人业务方面，如办理新生
儿落地险，过去需到人社业务窗口
登记，再去银行缴费，现在只要关注
“芦淞人社”微信公众号，按提示提
交信息，5分钟即可办好。

据统计，目前，芦淞区人社业
务互联网办理平台已有手机端注
册用户1.8万多户、 企业端注册用
户651户，企业和个人经平台累计
办理业务超过2.7万件次， 网上业
务办理量已占总业务量72%。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 丁海文 ）日
前，邵阳县白仓镇新民村党支部原
书记邹某因在村扶贫项目机耕道
建设中存在虚报冒领问题，被村民
在“互联网+监督”平台举报，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据了解，为保障扶贫资金安全，
今年来，邵阳县充分发挥“互联网+”
大数据平台比对功能， 广泛接受群
众监督。县里先后制定一系列制度，
对各级扶贫项目资金分配及使用情

况一律在“互联网+监督”大数据平
台公示公告。今年1至10月，全县共
公开扶贫项目4009个，涉及资金4.7
亿元； 公开贫困户个人资金197万
笔，涉及资金1.2亿元；上传票据凭证
2.7万多张。同时，对“互联网+监督”
收到的投诉举报及大数据比对中获
得的问题线索， 县纪委监委直接查
办，快速办结。今年来，共受理问题
线索115件，已办结110件，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109人，移送司法机关4
人，追缴资金122.62万元。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成俊峰
钱辉 吴志峰)近日，常宁市三角塘镇
江南村劳务经纪人李国荣，帮助村里
贫困户徐小红进入该村一家电子厂
上班，让她实现了就近上班增收。

在常宁，像李国荣这样的农村劳
务经纪人遍布全市各个行政村。今年
来，常宁市人社部门着力开拓就业扶
贫新渠道，提出了“一村一名劳务经
纪人”的建设目标，经村两委推荐、乡

镇初审，人社部门审核，择优录用了
372名农村劳务经纪人， 实现了农村
劳务经纪人行政村全覆盖。

这些“经纪人”为农村劳动力，特别
是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和相关用

人单位提供动态用工信息、提供就业扶
贫相关政策措施等各类就业服务，促进
用人单位和农村劳动力劳务对接, 合理
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

常宁市还出台农村劳务经纪人
管理办法，采取“三定”的方式 (定任
务、定对象、定佣金)实行量化考核。截
至10月底，农村劳务经纪人已成功推
荐728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5000多人网上开店，年交易额逾33亿元

临湘特产乘“网”飞向全国

重拳出击，织密“社会安全网”

涟源扫黑“扫”出一方安宁

贫困户有了“经纪人”
常宁择优录用372名农村劳务经纪人

第四届崀山脐橙
文化旅游节开幕

当天通过电商销售脐橙6万公斤

张家界将举办
“一县一品”电商扶贫活动

大型电商、商超云集，四级媒体推介

芦淞区“互联网+”升级人社服务
22项业务“一次不用跑”

邵阳县“互联网+”守护扶贫资金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1月 25日

第 2018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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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1040 468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30 173 160890

1 0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1月25日 第2018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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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41351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6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0 45350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60
53478

1155886
11102728

18
1986
47485
155876

3000
200
10
5

0910 27 30 3225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开斌啊，面对您的灵柩，请问你

到底是为了啥……”10月12日晚，在
“秋之礼赞———常德市庆祝改革开放
40年音乐朗诵会”上，朗诵者声情并
茂地朗诵由常德军分区政委董亮创
作的《为了啥》，讲述为保护国家某重
点海上试验平台而牺牲的烈士姜开
斌事迹， 不少观众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是常德把培育文明道德风尚作为
重要着力点，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该市深入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四个融入”，即融入文化艺
术、典型宣传、城市建设、日常生活。常
德市委宣传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2个主题词为主要内容，创作了《信仰

的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
歌》，并组织传唱。倡导群众文化活动，
市本级年均举办300多场次群众文化
活动， 观众达30多万人次。 各类朗诵
会、读书会、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丰富了
常德市民的生活，传播了正能量。

常德不单靠城市精神引领，更靠
建管并重的城市长效管理来规范，通
过市民公约形成道德约束，让文明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打扮城市从细微处入手，
让市民生活多些舒适感

11月1日上午， 常德市武陵大桥
立体绿化走廊下，80多个桥柱上的藤
植绿意盎然， 欢快的乐曲悠扬婉转，

老人三五成群在健身区锻炼，好不惬
意。68岁的罗世峰家住新安社区，每
天带着两岁的孙子来玩。“这里的环
境好，下雨都淋不着。地面铺了砖，桥
柱上种了花，还有健身器材，我们休
闲散步特别舒服。”罗世峰笑着说。

常德以培育文明为出发点， 从细
微处入手， 像打扮家一样精致打扮城
市， 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有舒适感和获
得感。特别是今年，常德围绕绿色发展
理念，开展“拆围透绿”“拆违(临)建绿”，
把“养在深闺”的树木花草透了出来，让
市民300米见绿、500米入园，共享“绿
色福利”。 常德市规划局拆掉了530米
的围墙还绿于民，市民拍手叫好。

对于城市中一些“小”设施建设，
常德从市民的需求出发，做了大量“功
课”，让市民用起来暖心，感受到政府
在为市民“想事”。常德市城管局局长
刘兴华告诉记者， 为了解决市民停车

难问题，常德在商业中心区新建3个大
型停车场，增加了839个停车位；在公
交站台的选择上， 他们选择了遮雨面
积大的弧形设计，避免市民淋雨；在人
行道上设置休息座椅， 还就座椅朝向
模拟实验，最终选定面朝车行道，让市
民边休息边欣赏变化中的新常德。

“精装修”的城市让市民倍加珍
惜爱护，自我养成规矩意识。正在武
陵大桥桥下排练旗袍秀的金秀艺术
团老师龙胜喜激动地说：“常德环境
这么好，我们也要讲究卫生、爱护环
境。 每次排练我们都不留下一片纸
屑，让自己的举止与全国文明城市的
要求相匹配。”

文明需要每一个人薪火相传。“常
德从追求颜值向追求颜值与气质并重
转变，让文明之火点亮每个人的心灯。”
常德市委主要负责人说，我们让600多
万市民都知道，“文明赢得尊重。”

文明之火，点亮市民心灯

圭塘河流淌幸福歌
�荨荨（紧接1版②）而中下游城市生活
污水、工业企业排污应该是“罪魁祸
首”。 但治了很多年效果始终不尽人
意，原因到底在哪？

今年初，雨花区委区政府决定，对
圭塘河全流域进行全面排查， 把之前
被忽视的上游也纳入排查范围。 得出
的结果是：上游表面生态宜人，但地下
管网严重缺失， 有些管网管径太小及
老化破损，污水处理能力极其薄弱。

至此，治理的思路，逐步清晰。

治理，凸显严厉的作风

圭塘河畔，治理的攻坚战打响。
关！对排污企业、工地全面关停。

上游跳马镇绿心地区退出工业企业
10家，计划总关停、退出98家，对违规
排污、工地排污等违法行为采取执法
行动140余起，立案处理9件。

截！针对不同污染来源，采取不
同截污手段： 流域周边居民小区，实
施雨水立管改造， 杜绝生活污水入
河；沿河餐饮商铺，建立餐厨垃圾回
收体系，杜绝乱排乱放进入河道。

改！对上游，把截污纳管建设作
为基础性工作，加强跳马片区、同升
地区的干支管网、老旧小区、棚户区

等改造， 全面推进污水管网配套，从
源头上切断污水入河。

雨花区还投资300万元委托专业
测绘机构对125平方公里流域的管
网、地形、河道、河岸进行全面调查，
搜集了大量水温、气象、洪涝等数据，
建立了治理模型，可精准地计算出隔
断治理需求。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大数据平台，每逢下雨，平台根据雨
量自动模拟圭塘河水域水文情况，我
们再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治理得有持续的投入做保障。雨
花区在先后投入100多亿元后， 引进
社会资本，成立长沙中建圭塘河建设
开发责任有限公司，构建“建-融-管
-还”的体系。即，由公司建设，由社会
资本主导融资，由经营性物业收入来
弥补管理投入， 再建立合理偿还计
划，确保项目参与各方共赢。

多管齐下，水清了，河畅了，岸绿
了，圭塘河变美了。

治理，绽放惠民的花朵

圭塘河的“容光焕发”，是政府主治、
企业参与、社会大众努力的共同结果。

2016年，长沙市卷烟厂无偿捐赠
500万元， 在圭塘河羽燕湖段建设了

一个共享书屋。在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后，并没有购置任何书籍，而是发动
市民捐赠书籍。短短2个月，共捐出上
万册书籍。有人打趣：“这恐怕是全国
第一家没有出钱购买一本书的书
屋。”随后，长沙民间公益组织———益
友会主动承担起日常维护和管理。

60多名民间河长“请缨”， 组成
“护河志愿者服务队”， 自发开展巡
逻、保洁等。50多岁的志愿者冷昭群，
每周风雨无阻地参加志愿巡河活动。
面对家人相劝他断然拒绝：“我是这
里长大的，圭塘河养育了我，现在能
为她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很高兴！”
志愿者刘科，跟踪拍摄圭塘河8年，对
圭塘河环保做影像保留。他说：“圭塘
河的角角落落我都走过，我想用一张
张照片，呼吁市民参与环保，让他们
感受圭塘河的变化。”

从“伤痛”中逐渐恢复的圭塘河，
如今又开始无私哺育起两岸的人们。

居民李爹爹说，现在住在圭塘河
边是一种自豪，自己早上都是被鸟叫
声吵醒的。“圭塘河的巨大变化给他
和附近的人们带来的不仅是河水变
了，河边上的人也变了。”

随着水越来越清澈， 生活随之也
热闹有趣起来。圭塘河畔晨操、晨跑、
晨读参与者众多，文艺汇演、公益演出
精彩纷呈。“现在邻里更加和睦， 业余
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健康化。”

投资者、 创业者也纷至沓来。从
悠游小镇滨水商业街到湖南省森林
植物园， 再到石燕湖生态旅游景区，
圭塘河串联起生态、 人文、 艺术、运
动、商业多个业态。

如今的圭塘河，是景观带，更是
经济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