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覃志刚）12月5日，“一县一品”
记者采访团来到张家界市永定区罗塔
坪乡长寿村， 只见快递小货轮不停地
在村里穿梭， 取走村民通过电商销往
全国各地的莓茶。“近两年村里发展电
商后，销路一下就打开了。 ”村支书张
世双告诉记者， 去年村里人均纯收入

达8000多元， 全村人对脱贫工作信心
十足。

近年来， 永定区将电商与现代农
业、旅游、加工业、物流业等产业全面
深度融合， 建设张家界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和永定区电子商务运营中
心，开发“张家界来赶场网”综合管理
平台，累计开展电子商务培训1000人，

大力推进永定区86个贫困村电子商务
发展。

据统计， 永定区拥有51家电商企
业，电商从业人员超过7000人，年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15亿元。 同时，通过引进
京东、 苏宁、 淘宝等知名电商落户本
地，着力对茅岩莓、沅古坪辣椒制品、
葛根系列等农产品进行品牌培育，实
现腊肉制品、蓝莓、水果、土家民间工
艺品等40多个品种上线运营，带动6万
多名贫困人口通过互联网增加收入，
脱贫致富。

永定区电商扶贫带动农民致富
年交易额15亿元，带动6万贫困人口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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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陈昊 通
讯员 龙艾青）“通过淘宝店和微店网上
销售土蜂蜜、蔬菜、鸡鸭鱼鹅，我现在年
收入至少100万元。 ”近日，中国电商扶
贫联盟在花垣县举行的“发现花垣”电
商扶贫论坛上，该县花垣镇马其洛村农
民麻清成开心地介绍自己的致富经。 2
年前， 麻清成还是一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他是花垣县众多受益电子商务发展
而脱贫致富的典型代表。

自2016年以来， 该县把发展农村电
商作为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和信息化扶

贫新模式，出台多项优惠政策，积极扶持
电商产业快速发展。 对乡镇电商服务站、
村级电商服务点， 以及网络销售额1000
万元以上的电商企业、自建电子商务平台
年度交易额稳定在1000万元以上企业
等，采取“以奖代补”方式进行扶持。 同时，
加快科技研发、 农产品加工交易展示、仓
储物流配送、农村服务站点等一系列配套
设施建设。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成
并挂牌营运， 完成142个贫困村服务点建
设，12个乡镇和12个社区电商服务站（物
流配送）基本建成，发展农特产品电商扶

贫网店203家，基本形成“县、乡、村三级服
务站点（物流配送）+网店平台”的格局，县
境物流配送实现1小时到达。

该县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阿里巴
巴农村淘宝、京东、苏宁易购、邮乐网等
全国知名电商企业已陆续进驻花垣，带
来了一批优秀电商人才，也带动了花垣
购、花垣在线等一批本地电商的崛起。
目前，全县已注册电子商务企业84家，
发展网店355家，年快递量达323万件，
累计实现网络交易额7.23亿元，带动建
档立卡贫困户1831户6452人增收脱

贫。 2017年，花垣县获评“全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今年1至10月， 花垣县已完成农产
品及其他产品网络交易额2.5亿元。县发
改局负责人表示，该县将力争到2019年
电商销售额达3亿元，带动全县50%以上
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通讯员 刘刚贵
李尤 记者 杨军）“这是夏刚剑医生今年
第4次到家里来给我看病了， 他每次都给
我量血压、测血糖。 现在有了医生上门看
病， 我就不要跑那么远了， 真是太方便
了！ ”12月4日，谈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安化县渠江镇城华村巡司组贫困户夏太
平赞不绝口。

安化县积极推进“家庭医生” 签约
服务， 打通健康便捷服务“最后一公

里”。 目前， 在全县23个乡镇组建了
507支分别由临床医生、 护士、 公共卫
生人员和乡村医生组成的签约服务团
队， 全县40053户150026名贫困人口
100%签约， 实现贫困户“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全覆盖。

安化县域面积大， 山高路远， 群众
特别是贫困户寻医问诊极不方便。 为
此， 全县每一个乡镇均组建了若干个由
1名临床医生、 1名护士、 1名公共卫生

人员和1名乡村医生组成的签约服务团
队， 以团体协作方式， 主动上门为贫困
群众提供健康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基本
医疗、 公共卫生服务等。 同时， 对贫困
人口中的高血压患者、 糖尿病患者、 重
症精神病患者和结核病患者进行健康动
态管理， 每年上门开展1次健康体检和
4次随访。

安化县还着力解决贫困人口住院难的
问题。 在县内各医疗机构开辟贫困人口和

特殊人群就医“绿色通道”， 对其实行住
院“先诊疗后付费” 政策。 为方便贫困人
口出院结算， 在县内所有定点医院， 按照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民
政医疗救助+定点医院减免+政府兜底” 的
模式， 建立“一站式” 结算服务系统， 贫
困人口出院时只需在一个窗口就可以办理
结算。 同时，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在县域内
医院住院综合保障后实际报销比例达到
90%。

电商扶贫助力精准脱贫
今年已完成农产品及其他产品网络交易额2.5亿元

贫困户有了“家庭医生”
在县域内医院住院综合保障后实际报销比例达90%

花垣

安化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朱孝荣 马红华）12月5日，
记者从资兴市获悉， 该市入选科技部
评选的全国首批创新型县（市）建设名
单，全国共有52个县（市）入选。 入围的
县（市）将得到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扶
持，并有一定数量的科技创新项目、平
台载体获得支持落地。

资兴境内的东江湖是湖南省最大
的饮用水水源地和长株潭城市群战略水

源地，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多年来，
该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紧扣东江湖水资源保护和合理
利用这一主题， 创新发展全域旅游与大
数据产业，促进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初步
探索出了一条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相辅
相成、 良性互动的战略水资源保护利用
新路径。

资兴市在创新平台建设、 人才引
进、企业培育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创新成效不断显现。 近5年，该市共
申请专利809件，专利授权487件；组织
申报郴州市级以上科技成果鉴定7个，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个、
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个、郴州市一等
奖1个；推广新型实用技术、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20余项（个）；拥有高新技术
企业14家。 该市还引进、培育各类人才
5645人，建立院士工作站1个、国家级
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基地1个、国家级
星创天地1个、省级研发中心3家、郴州
市级研发中心5家。

资兴跻身全国首批创新型县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员 黄军山）今天
上午，长沙市首届卓越教师论坛在长沙教育学院举行，记者从
会上获悉，今年长沙评选出首批中小学卓越教师600名，其中
学科带头人60名、优秀骨干教师240名、教学能手300名。

近年来，长沙市先后实施了教育英才工程和卓越教师培
养工程，成立市、县两级中小学名师工作室174个、名师和特
级教师农村工作站30个，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教师。

名师工作室的名师还到农村学校设立名师工作站，为期3年，
进行新一轮的“辐射带动”。 先后设立的36个市级名师工作站、5个
特级教师工作站，采用按订单送教、精准化指导、家门口培训等方
式，为41所设站学校、幼儿园以及周边学校重点培养乡村骨干教师
680名，辐射带动3000多名乡村教师专业成长。

�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吴广）今天，
洞庭湖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岳阳举行。 国内外
120余名环保专家分享了湖泊治理、 湿地保护修复与管理等
方面的经验，探讨建设洞庭湖国家公园方略，推动洞庭湖生态
保护和绿色发展。

会议分“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途径、湿地生态保
护与修复、候鸟迁徙与栖息地保护、洞庭湖保护国际合作”4个主
题。 近年来，我省出台了一系列湿地保护政策法规，实施了湘江
保护“一号工程”、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3年行动，以及退耕
还林还湿等工程项目， 全省湿地保护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局
面。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国家公园是推动自然保护的
重要平台，我国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而洞庭湖国家公园将以现有的4个湿地类
型自然保护区为蓝图，合理划定边界和功能分区。

长沙评选出首批卓越教师600名

洞庭湖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国际研讨会在岳阳召开

土鸡变成脱贫“金凤凰”
12月4日，双牌县红福田村云浩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工人在准备孵化小鸡。 双牌县于2016年开始采
购该公司的森林土鸡鸡苗发放给贫困户养殖， 已累
计发放鸡苗60多万羽，为每户贫困户年均增收5800
余元。 傅聪 刘玉锋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2月 6日

第 2018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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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1040 458640

组选三 322 346 111412
组选六 0 173 0

2 8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2月6日 第2018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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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32862787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6
二等奖 11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480336
3 25304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47
56970

1124440
7428130

44
2509
49930
326620

3000
200
10
5

1406 28 32 3315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吴辉）记者
从长沙市人社局了解到，日前，长沙市人社局与市财政局向
相关企业拨付了“海外专家引智项目”资金，总额达到1345万
元，将惠及100余家企业和184名外国专家。

去年6月，长沙出台人才新政22条，新政中专门面向海外
人才实施《国际化人才汇智工程》， 设置“海外专家引智项
目”， 对全职或以项目合作等方式柔性引进海外人才的企事
业单位等各类组织予以资助。

2018年以来，全市共有156家企业申报项目，经过资料审
核、现场考察、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15个项目通过评审，其
中高端项目10个。

据了解，2018年长沙通过引智项目引进或计划引进外籍
专家共184人，其中博士以上学历66人，占比35%；柔性引进
127人，占比69%。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马里奥教
授等院士和各类高端专家8人，来自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或
地区的外国专家占比超过55%。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智能制
造是外籍人才主要集中领域，分别占比24%、19%、18%。

受政策刺激影响，今年长沙市引进海外人才尤其是高端
人才的规模明显加大，同比增幅超过30%。与此同时，长沙还
在美国、法国、香港等地设立了6家海外引才联络站，进一步
宣传长沙创新创业环境，拓宽海外招才引智渠道。

长沙兑现“海外专家引智项目”
资金1345万

惠及100余家企业和184名外国专家

常德侦破部督办
特大假种子案

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落网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吴林芳 王建军） 常德市鼎城区公
安局今日对外通报称， 该局民警历时近1
年， 辗转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4省，
破获公安部督办“2·08” 特大生产、 销售
伪劣种子案。 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乐某、
胡某、 金某、 张某落网。

去年秋收时节， 鼎城区十美堂镇的
300多亩水田， 水稻出现枯死、 结穗少甚
至不结穗的状况。 后经权威部门证实： 村
民购买的900公斤“陆两优17” 杂交水稻
种子为假冒伪劣种子。 今年2月8日， 鼎城
警方立案侦查， 得知该批种子系丁某从湖
北武汉某公司购买。 不久， 警方陆续接到
江西吉安、 湖北监利、 湖南岳阳、 湘潭等
地经销商举报涉案公司的犯罪线索， 累计
受害群众500多户， 水稻受灾面积约2万
亩， 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近2000万元。 由
于案情重大， 社会影响恶劣， 该案被公安
部列为部督案件。

通过对该公司法人代表胡某审查， 警
方发现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是61岁的湖北武
昌男子乐某。 2016年， 乐某以胡某的名义
在武汉注册该公司， 并伙同金某、 张某，
从安徽等地采购散装种子、 印刷假商标，
租用厂房分袋包装， 然后聘请业务员， 大
肆销售假冒伪劣种子， 从中牟利。

据乐某交代， 他于2000年创办了一
家种子公司， 后因经营不善破产， 负债累
累。 为弥补窟窿， 乐某以胡某的名义， 注
册数十家空壳种子公司， 将买来的散装伪
劣杂交水稻“包装” 后， 利用自己多年来
积累的销售网络卖出。

目前， 犯罪嫌疑人乐某、 胡某、 金
某、 张某的犯罪事实， 已由公安机关侦查
终结并依法移送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