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鲁
融冰 通讯员 曾令康 ）“请输入编号，
为您满意的单位和干部点赞！”近段时
间，汉寿2018年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千
名骨干“三牌”网络评议活动，在微信
朋友圈火热进行。目前，已收到群众点
赞103万次， 对单位和个人的有效投
诉20余条。

为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从
10月26日至11月26日，汉寿县将与之
相关的102个单位858名骨干纳入全
社会公开评议范围，通过网络平台设
立投票和投诉通道，由群众直接予以
评议；并根据评议结果，对参评对象
实行“三牌”分类处置。其中，“蓝牌”
为基础评议牌；对因政务服务不优等
原因而出现有效投诉举报3次以上的
干部亮“黄牌”，由县优化办联合纪检
监察部门给相关单位发送问题交办
件并约谈，限期整改；对有效投诉达5
次的亮“红牌”，实行免职处理；对因
违反优化经济环境相关禁令遭举报
的，查实后直接亮“红牌”，移送纪检
监察部门立案审查。年底，还将以群
众评议为重要参考，评选出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十佳”骨干，树立正面典
型。

“活动开展后，职能部门服务质量、
服务效率明显提高。 很多干部主动作
为，帮企业解决现实问题。”汉寿县生物
医药企业湖南康尔佳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

去年，汉寿首次举办千名骨干“三
牌”网络评议活动，共亮“黄牌”12人、
“红牌”2人，约谈9人。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君荣 王韶）11月28日，在双峰
经开区东华杭萧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正抢
抓工期建设厂房，确保春节前建成投产。

东华杭萧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由双峰民营企业东华建筑公司与上市
公司杭萧钢构联合打造， 总投资约10亿
元，计划用地300亩。一期建成年产8万吨

装配式钢结构生产线，年产值可达4亿元；
二期将增加绿色建材与公建项目生产线，
年产能可达20万吨。该基地采用自主研发
的钢管束组合结构住宅体系， 可建成100
米以下装配钢结构式建筑，已储备东华杭
萧办公楼、丰茂学校体艺馆和丰茂新城小
区3个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施工项目。

近年来， 双峰县不断优化产业布局，
以双峰经开区为主要平台，全力打造装配

式建筑产业。目前，双峰经开区已形成轻
钢装配式建筑产业集群。当地生产的轻钢
装配式建筑， 可节约能源70%， 节约用水
50%，减少建筑垃圾90%以上。其中，“定荣
家”轻钢别墅已推广到全国600多个市县，
并在北京、湖南、湖北等地建立行政总部
和生产基地；“居百年”研发出“轻钢龙骨
+3D喷筑”绿色环保住宅，开发出“私人定
制”和“实心墙”特色轻钢别墅产品。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周娴 沈阿玲

最近，位于浏阳市妇幼保健院南侧的
立体停车库正式对外开放试运营，这是浏
阳着力缓解城区“停车难”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目前浏阳的机动车保有量已
超32万辆，并以年均5.9%的速度增长，导
致城区停车供需矛盾进一步突出。

如何破解城区“停车难”？浏阳市委、
市政府将政府投资聚焦民生热点， 新建、
改造了一批传统停车场，并通过立体停车
库建设，不断增加车位供给；同时通过启
动智慧停车系统建设，进一步调控车位周
转，缓解车流密集区域停车难问题。

新建、改造停车场，想方设法
增加停车位

“一段时间,停车越来越难，在中心城
区路段，要是看到有空车位，比中了奖还
高兴……”浏阳市民刘先生这样调侃“停
车难”。应对难题，浏阳市首先是想方设法

增加停车位。
今年以来，浏阳城建集团新建了原信

用合作社、原煤炭公司、原外贸包装公司、
城市广场南侧等4个传统平面停车场，均
已投入使用，新增车位288个。全市传统
停车场停车位达到2295个。

家住百川里原煤炭公司的何先生告
诉记者，“过去一到晚上，小区道路两边都
停满了车； 现在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了，
路上没有那么堵车了，连幼儿园上学放学
的时候都不会堵。”

兴建立体停车库，向地下空中
要停车位

11月25日上午， 记者驾车来到浏阳
市妇幼保健院立体停车库前，工作人员刷
卡操作，提升机放下库位，将车辆驶入库
位，下车出库取卡，机器自动托取车辆至
相应车位，整个过程大约90秒。

这是一栋占地面积188平方米的6层
PSH型升降横移式立体车库， 包括地下1
层、地上5层，共设有54个车位。工作人员

说，为了提高停取车效率，在停车库一层
设置有3个分区、9个出入口，通过刷卡识
别， 提升机就能将相应车辆送到出入口，
停车无需找车位、 取车不用到处找车。此
外，车库整体使用情况将在大门口电子屏
实时显示，市民一看便知有无空余车位。

“传统停车场每台车需要占地约15
平方米，立体停车库每个车位折合占地仅
2.3平方米，省地效果明显。”浏阳城建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立体停车库不仅体现
了智能、自动化的智慧停车理念，其最大
的优势更在于能够充分利用城市空间。

浏阳市中医院周边也是重要“堵点”。
今年6月，浏阳城建集团启动了中医院的
立体停车库建设， 将新提供停车位469
个，预计明年5月可投入使用。

开启智慧停车模式，收费周转
腾挪停车位

浏阳市智慧停车系统建设项目的启
动，推动了停车位的智能利用，实现停车
资源融合共享。

“今年6月，第一期862个停车泊位的
智慧停车收费运营，通过收费管理促进车
位流转，缓解了停车难题。”浏阳市停车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浏阳城建集团负责智慧
停车系统建设管理，最终，城区现有29处
公共平面停车场、中医院及妇幼保健院立
体停车库、312个道路临时停车泊位都将
纳入停车收费智能管理系统以及城市智
慧停车云平台建设。

“以前这个点，根本看不到空车位。”
27日15时许， 去浏阳市人民医院办事的
市民郑先生在医院旁边的人民路上，找到
一个空位停好车。“半小时内免费，我去拿
个检查报告刚好。”他说，相比开着车到处
找车位，花点钱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不
会有抄牌的风险，也不需要为了找个车位
转好几圈。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高甜甜）
张家界市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近日出台《乘客见义勇
为奖励办法》，在全省率先设立“乘客见义勇为奖”，即日
起执行。

根据《办法》，乘客的7种举动将会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行为，包括：化解、制止车厢里其他乘客语言上侮辱正在
行车的公交车驾驶员等驾乘矛盾的行为； 制止或制服其
他乘客殴打、袭击正在行车的公交车驾驶员，避免危险驾
驶的行为； 制止或制服其他乘客抢夺正在行驶中的公交
车方向盘或抽拔正在行驶中的公交车钥匙， 避免危险驾
驶的行为；制止“三禁品”、危爆、危化物品上公交车或进
入公交站场的行为；救助行车中突发疾病的驾驶员、及时
控制公交车辆，避免事故发生的行为；车辆突发安全事故
后，乘客参与抢险、救灾、救人降低事故损失的行为；制
止、 制服公交车厢或站场里正在发生的其他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等。

见义勇为者， 将分别获得100元至2000元的现金奖
励及荣誉证书， 张家界市公共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还将视
情形向有关部门报送推荐参评市级“见义勇为奖”。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
局 林竹山 曾宇琪）11月27日， 在洞口县水东园艺场柑
橘贮备库，一批客户前来挑选柑橘。今年，该场500亩橘
园实施农药零增长项目，不仅成本减少、产量增加，而且
柑橘品质更好，售价更高，橘园预计可增收近100万元。

洞口县是我省柑橘主产县之一。今年，省植保站在该
县开展柑橘农药零增长技术项目试点， 建设绿色防控示
范园区。该县选择毛铺园艺场、水东园艺场做为柑橘绿色
防控核心示范园，示范总面积1200亩。县农业局派专家
全程指导，主要开展生态调控、化学防控、物理防控、生物
防治、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效果较理
想。据统计，红（黄）蜘蛛、蚧壳虫等虫害发生率由40%至
100%降低至0.1%至0.3%，油坨果基本杜绝，疮痂病、炭
疽病得到有效控制。

洞口县农业局负责人介绍，通过综合防治，亩均节约
农药成本和用工成本110元至140元； 产量也大幅增加，
水东园艺场亩产比去年增加380公斤左右， 毛铺园艺场
增加320公斤左右；同时，果实品质明显提高，品相好，商
品率从82%提高到92%以上。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通讯员 章剑波 张润 记者
肖洋桂)“这张标注‘公共费用开支’的发票，没有开支明
细，又没有经社区监委会审核，不能报销。”11月28日，在
临澧县刻木山乡彭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社区居民胡志
安等4名义务监督员仔细查看上季度社区账目后， 有人
提出异议，并反馈给社区居委会、监委会。

聘请村（居）民为义务监督员，对村级财务进行监督，
是临澧县加强村级“三资”管理的举措之一。目前，该县
160个村(社区)的账务都要由村（社区）监委会把关，再由
乡镇财政统一做账，并在村级集体“三资”网络化管理平
台和村（社区）公开栏公示。在部分村（社区），还聘请了义
务监督员进行监督。

今年来，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临澧县进一步加强村级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
理。并创新监管方式，实现村级集体“三资”管理“四化”，
即决策公开化、理财民主化、制度配套化、监督常态化。全
县各乡镇还成立了村级财务委托代理中心， 将村级集体
“三资”全部纳入该中心管理，并建立起覆盖所有村（社
区）的“三资”网络化监管平台。同时，县纪检监察部门强
化监督，已根据群众举报的问题线索等，对20多起涉及
村级集体“三资”的案件立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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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改造一批传统停车场，开启智能多层立体停车，智慧停车系统上路———

浏阳三招缓解城区“停车难”
张家界设立

“乘客见义勇为奖”

洞口柑橘农药零增长
试点成效显著

亩均节约成本110元至140元
亩产增加300公斤以上

临澧“四化”强化“三资”管理

请群众监督
促环境优化

汉寿858名“骨干”接受网评

双峰经开区

轻钢装配式建筑产业群崛起

11月28日， 浏阳
市小河乡皇碑村，农民
在晾晒金丝皇菊。初冬
时节，该乡菊花基地里
的金丝皇菊进入盛花
收获期，当地农民抓紧
采收、加工。目前，该乡
种植菊花200余亩，既
带动乡村旅游，还可出
售成品菊花， 带动了
300多名农民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王芙平
摄影报道

菊花飘香
农民增收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1 1649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9
655
7416

10
16
197

1584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770
83357

271
2091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1月28日 第2018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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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969 元
02 1611 14 23 25 26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1 月 28日

第 2018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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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8 1040 1349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09 173 20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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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紧接1版） 并印发《文明市民手册》
200余万份，精心编排文明城市创建相关
歌、舞、剧，演出360多场。组织在校师生
和市民群众参与“国学讲堂”“道德讲堂”
2200余场次。

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造势，构筑起
呼唤和谐、创建文明的时代强音。衡阳市
还发动群众和党员干部一同参与“向不文
明行为说‘不’”“城区‘5060’人员文明劝
导”“衡阳群众向朝阳群众学习” 等活动，
曝光各类不文明行为2700多起。

细节决定成败。衡阳市着重从市民生
活细节抓起。针对群众遇到高铁站、汽车
站等地，公交车、出租车宰客不打表等现
象，该市组织交通、交警、城管等部门，持
续开展“两站一场”专项整治，确保不文明
客运乱象不“死灰复燃”。针对婚丧喜庆事
宜大操大办等问题，该市开展文明节俭操
办婚丧喜庆活动， 倡导破除陈规陋习。目
前，衡阳市已有2220个村制定“红白理事
会”章程，22万余名党员和公职人员签订
移风易俗承诺书。

今年“中元节”期间，该市城区露天焚
烧冥纸冥币现象几乎绝迹，结束了“中元

到、烟雾绕”的历史。市民彭麦平感触道：
文明新风不仅吹遍大街小巷，更吹进群众
心坎。

“道德之光”耀雁城

近日， 患有侏儒症的衡阳女孩彭超，
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卖鸡蛋“走红”。轮椅上
的励志故事，让她不仅赢得全国各地众多
网友点赞，也成为衡阳的励志新标杆。

匡兵、温琦华夫妇被评为第六届全国
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聂东元家庭获首届

“全国文明家庭”;邹玉祥、吉湘林、王青
平、王黑子等典型人物先后登上中央电视
台。

近年来，衡阳市涌现出一大批各级道
德模范，有13人登上“中国好人榜”，80余
人成为“湖南好人”，4人获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

一个道德模范就是一个标杆，一面旗
帜。衡阳市通过道德模范的培育、选树和
宣传，不断加强公民思想教育，焠亮“道德
之光”，铸造“崇德之城”。他们大力宣传弘
扬身边好人好事，以群众身边“正能量”熏
陶、教育身边群众。开展“最美公交驾驶
员、最美的哥的姐”等评选活动，组织道德
模范“进社区、进厂矿、进学校、进单位”巡

回宣讲，“模范效应”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到“学雷锋，树新风”等活动中来。目前，衡
阳市有在线注册志愿者近70万人， 志愿
服务团队1935个，他们活跃在大街小巷，
给衡阳城乡增添了温暖与光彩。

“道德之光”照亮“文明之城”。一场
场“道德接力赛”在雁城大地展开，先后
涌现“长裙姐姐”王青平、“最美保安”熊
衡露、“爱心护士” 刘花、“救人博士”李
春生等先进典型。“勇当模范、 争学模
范、敬重模范”已成为衡阳市民的新时
尚、创建文明城市的新抓手和社会发展
进步的新动能。

“城市名片”再升级

“‘厕所革命’为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又
增添了光彩一笔。”11月21日， 从事环卫
工作30余年的张卫东说， 衡阳城区的公
厕已实现由“脏乱差”向“高颜值”转变，人
们从此不再捂鼻而过。

近年来，衡阳市按照星级文明社区创
建工作部署，完成505座城区公厕修建改
造。并结合“三清三建”，即清垃圾、清违
建、清管线,�建路、建绿、建园，对全市140
个社区进行“路平、灯亮、沟通、景美”改
造，完善社区配套休闲设施。还对全市主

次干道、大街小巷的基础设施，进行地毯
式排查和维护改造。

随着“蓝天保卫战”打响，衡阳再次
刷新城市形象名片。 清新洁净的空气、
宽敞整洁的道路、 花红草绿的公园……
让市民感受到文明新风催生出满满的

“获得感”。
衡阳市还新建南湖公园、 东洲岛公

园等10余个公园，建设“三馆两中心”(市
新图书馆、市体育馆、市游泳馆、市影剧
艺术中心、 市青少年文化活动中心)、市
新媒体中心、新闻发布中心等一批重大
文体场馆，助力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和文
化品位提升、城区“十分钟文化圈”基本
构筑。

文明的力量还彰显在经济发展上。
衡阳市各政务窗口单位通过一系列的

“创文”行动，大幅提升办事效率。严厉
打击强卖强买、强供地材、恶意阻工、敲
诈勒索等违法行为，强力开展“扫黑除
恶”行动，对“官痞”“地痞”等接案就查、
露头便打，全社会形成尊商重商的良好
氛围。

良好的营商环境， 让衡阳成为投资
兴业的洼地。今年前三季度，衡阳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2059.89亿元，增速居全省
第一。

冲刺文明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