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乡严打非法采砂行为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通讯员 刘洪流

冯宇 记者 肖洋桂)近日，安乡县水利局会同
相关单位， 对此前扣押的一艘非法吸砂船进
行了拆解。

11月3日，安乡县破获一起非法盗采砂砾
案，扣押非法加装吸砂设备的吸砂船一艘。该
船高30米，自扣押后，出现了倾斜、渗水等现
象。于是，该县决定对该船进行拆解。

今年来，安乡县多部门联合巡逻，打击非
法采砂行为， 并对河道砂砾码头堆场砂砾进
行清运。已抓获非法采砂船近20艘，非法采
砂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该县水利部门负责人
表示，非法采砂对通航秩序、防洪防汛、生态
环境都会产生较大危害， 该县将保持高压态
势，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

沿着项目走 盯着资金查
耒阳确保扶贫资金安全畅行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通讯员 黎鹏 记者
徐德荣）“我们错误地认为只要经过集体研究，
就可以改变这笔钱的用途。”近日，耒阳市余庆
街道青陂村党支部书记郭某某、 村委会主任王
某某后悔不已， 两人因将本村扶贫资金10592
元挪用于装修村委会办公场所，受到了查处。

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以来，耒阳市采取常态化督查、专项巡察、入
户走访等方式，沿着扶贫项目走，盯着扶贫资
金查，严肃查处了一批挥霍浪费、截留私分、
挪用冒领扶贫资金案件， 确保扶贫资金安全
畅行。在专项治理中，该市对每笔追缴的资金
进行研判，对能清退给群众的及时清退，不宜
清退的按原渠道及时分配、拨付、发放。目前，
全市共追缴扶贫领域违纪资金50.3万元，其
中上交财政37.55万元、退还群众12.75万元。

为充分发挥案件查办的警示教育作用，
耒阳市纪委监委还对查处的扶贫领域典型案
件“一月一通报”，并精心挑选20余起典型案
件编印成册，发放至各村。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刘明

12月17日清晨，在新化县炉观镇，一
群群农村妇女挎着小包， 结伴走进工厂
或合作社，开启一天的上班时间。通过就
业安置，当地正崛起一批批“蓝领族”。

不到8时，在位于青家山村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小区的华景服装公司， 电动缝
纫机早已隆隆响起。 80余名女“蓝领”分
工有序，剪裁、压线、缝制……忙得不亦
乐乎。

“8月搬进新家，9月就在家门口找到
了工作。”贫困户周章桃一边低头赶制衣
服，一边笑着说。 此前，她住在偏远的山
顶上，交通不便、就业无门。如今，每个月
能挣到2000多元，不仅顺利摘掉了“穷
帽子”，还成为了“工薪一族”。

在炉观镇，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
务工，许多女性只能赋闲在家。随着就业

扶贫的深入开展， 女性在家门口就业已
不再困难重重。

华景服装公司， 由炉观镇从广州引
回的企业家陈意威开办。 今年9月，通过
炉观镇招商引资， 在广州办企业的陈意
威回到家乡， 并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办起了1300多平方米的扶贫车间，可容
纳劳动力200余人。 与此同时，一家规模
鞋厂正在紧张筹备， 明年建成后将解决
3000人就业问题。

“蓝领族”不但有企业支持，还有专
业的学校培养。

上半年，经镇里改建，早已废弃的犀
牛小学摇身一变， 成了镇上的“蓝领摇
篮”———新型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师资力量全部来自娄底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为村民就业量身打造电工、厨师、月
嫂、种植、养殖等5类专业培训。

免费报名、免费培训，优先考虑建档
立卡贫困户， 通过最终考核后颁发相应

证书。已开办的两期培训班座无虚席，年
龄跨度从16岁到58岁不等。 截至10月
底，学校已培训626人，安置就业180余
人。村庄的小型“蓝领”军团走进县城，在
企业车间大展拳脚。

石溪村的刘拾中是个“80后” 小老
板，也是第一期培训班学员。他成立了新
化泽平生态龙虾养殖合作社， 流转200
余亩土地养殖小龙虾， 与全村83户272
人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 今年5月，他又
报名培训班，学起了厨师。他有自己的打
算：“下一步我要扩大规模， 盘活周边村
子的闲置土地，发展‘虾味’农家乐，用美
食带动更多的贫困户就业创业。 ”

如今的炉观镇，村村都有合作社，户
户都有岗位“兜底”。目前，全镇共成立合
作社147家，直接带动1095户贫困户。 入
社的贫困户不仅能按8%的比例保底分
红，还能在各大合作社工作，实现就业增
收。

镇党委书记邹丹介绍：“打好转移就
业牌， 今年全镇新增农村劳动力就业
750人。 ”

常德公交车里开展廉洁宣传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皮建宏)今天，常德市28路公交线18辆公交车车
厢统一“换装”，在每辆车的车厢里张贴了6张图
文并茂的廉洁文化海报。同时，车载电视循环播
放党纪党规、典型案例。这是常德市经投集团下
属公交公司宣传廉洁文化的新举措。

据介绍，常德28路公交线全程14公里，日
均发车105趟，日客流量近1万人次，途经武陵
大道、朗州路、人民路等城市主干道，沿线党
政机关与医院、学校多，被从全市53条公交线
路中挑选出来，率先开展廉洁宣传。

桂阳城管员邓伟忠
倒在执勤一线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通讯员 许文 李维坤
记者 颜石敦）12月16日，桂阳县殡仪馆内菊花簇
拥、哀乐阵阵，该县城管队员邓伟忠同志追悼会
在这里举行，邓伟忠生前同事、战友、同学等纷纷
前来悼念。12月14日，邓伟忠在执勤时，突发心肌
梗塞，不幸殉职，年仅49岁。

1969年， 邓伟忠出生于该县洋市镇。邓
伟忠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是母
亲一手将他拉扯大，他对母亲特别孝顺。

邓伟忠当过兵，复员后做过清洁工。他干一
行爱一行。去年，邓伟忠从环卫所借调到县城管
局工作，成为一名普通的城管员。

在一些人的眼里，“城管” 二字有点别样
的意味，甚至有些城管队员自己都不够自信。
但邓伟忠觉得城管是个高尚的职业， 他曾经
说过:“在我们疲倦的身影背后， 是一座靓丽
的城市，我以成为一名城管员为荣。”

12月14日早上，邓伟忠和往常一样去上
班。当天早上7时，邓伟忠与老搭档李四清汇
合以后，开始了一天的市容秩序巡查。当两人
行进至二市场丹桂园路口时， 邓伟忠突发心
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不幸殉职。年仅49岁邓
伟忠，离开他挚爱的工作岗位。

邓伟忠突然离世的噩耗， 让同事们悲痛
不已，和他共事20多年的詹爱国哽咽道：“前
几天，我们还一起去莲塘镇扶贫，老邓还自己
掏钱买了衣服裤子送给贫困户的孩子， 这么
好的一个人，没想到突然走了……”

同事欧阳玉琦说，邓伟忠工作兢兢业业，
劝导流动摊贩讲文明、有耐心，从没发现他与
人发生过冲突， 遇到老人挑不动蔬菜时经常
主动上前帮忙。

邓伟忠是家中的顶梁柱， 妻子因照顾老
人和小孩无法工作， 全家就靠他一个人的工
资生活。几十年来，邓伟忠舍不得买一件新衣
服，穿的都是制服。尽管生活困窘，但他非常
乐观，经常自我调侃:“现在经历的磨难越多，
以后的幸福时光就越长。”

长沙新增引才香港站
300名第三批高层次人才认定发布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记者 张颐佳）今天，长沙
市召开第三批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暨香港引才联络站
授牌新闻发布会。

据悉，长沙市第三批高层次人才共有448人申报，
最终认定300人，其中A类人才2人，B类人才27人，C类
人才96人，D类人才175人。

第三批高层次人才中首次认定了蔡焕堂、易小刚两
名具有全球化产业发展视野和国际领先技术管理水平A
类人才， 填补了长沙市高层次人才金字塔尖的空白。其
次，率先突破了传统的人才评价体系，重点从移动互联网
企业的市值、纳税情况以及人才的任职经历等方面，补充
制定了A、B、C、D类高级人才4类标准， 进一步完善了以
能力、实绩、贡献为导向的人才多元化评价体系，此次首
次在移动互联网领域认定了高层次人才13名。

据了解，长沙自去年10月启动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
工作以来，已有近1200人次申报，已认定高层次人才603
名，其中，具有博士学历或高级职称的人才近400人，有
海外留学和工作背景的近150人。 从前三批认定的高层
次人才分布情况看， 居前5位的行业领域分别为电子信
息、工程机械、生物医药、汽车及零部件、智能制造，5个行
业领域人才占了认定人才总数的68%。

发布会上，长沙还授牌设立中国香港引才联络站
(三湘集团)。目前，长沙境外人才联络站增至6家，新站
点将帮助推介长沙人才政策并促进更多的海外、境外
优秀人才、项目落地长沙。

山村崛起“蓝领族”

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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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春平 李勇） 12月13日，郴州市
永兴县雄风科技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该市纪检监察部门出台8项举措，为
民营企业保驾护航； 当地纪检监察工作
人员还主动上门介绍, 如有损害民营企
业发展环境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
题，及违规干涉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乱检
查、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纪检监察机
关将重拳整治，严肃查处。

近年来， 郴州市为降低民营企业的
税费、 融资等方面成本， 每年出台关于
服务非公有制经济、 中小企业的政策举
措， 构建了一整套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
政策体系， 是全省政策措施最多、 减负
效果最显著的市州之一。 今年来， 该市
又密集打出组合拳， 进一步助推民营经

济发展， 特别是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郴
州迅速行动， 制定出台了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 该意见从减轻企业负
担、 缓解融资困难、 改善营商环境、 优
化公共服务、 发挥政策效应和强化法制
保障等6个方面， 出台了24条“硬措
施”，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同时， 该市各部门结合各自的职责
职能， 制定了新一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的配套措施。 该市经信委根据有关政
策， 密切跟踪电价下调惠企政策的
落实落地， 每年可减轻企业用电成
本超1.4亿元。 郴州市发改委制定
了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 从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

支持民间投资创新发展等7个方面提出
21条具体措施。 市工商局自今年11月
10日起， 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按
直接取消、 改为备案、 实行告知承诺、
优化准入服务等4种方式实施改革……

组合拳的推出， 进一步激发了该市
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今年前三季度，郴
州民间投资同比增长39.1%； 民营企业
缴税同比增长26.8%， 占全市税收的
75%； 其利润占全部规模工业利润的
76.32%。

� � � �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李永亮 曾
超群 ）一件衣服从下单生产到实体店铺
面市需多久？近日，记者在株洲市芦淞区
白关服饰产业园看到“神奇”一幕：上午8
时服装样式下单，8时30分上裁床，中午
出成品， 下午2时即可发送到一线门店
销售。 这是智能制造给芦淞区服饰产业
带来的变化。

芦淞区持续推进服饰产业发展，从
卖服装发展到生产服装， 目前全国每4
条女裤中就有1条产自芦淞。 但近年来，
受电商冲击、 产品更新换代加快等因素
影响，芦淞服饰产业传统生产、交易模式
日渐落后，发展面临困难。

芦淞区决定转变工作思路， 推动服

饰产业转型升级。该区主动向先进地区、
先进企业学习,去年底，组织辖区服饰企
业负责人，前往青岛参观考察智能工厂。
经反复论证， 决定将智能制造引入服饰
产业，先后成功引进了二狼狐轩、迪凯、
桑瑞等10条智能化生产线，使服饰研发
设计和生产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走进湖南二狼狐轩服饰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胡轩介绍， 公司建成了一条
由自动铺布、智能裁床、吊挂系统三大核
心部分组成的智能加工生产线， 可根据
生产加工顺序， 在计算机上设置相应参
数，然后由系统自动控制工件运输路线，
输送到各工序进行加工， 完全改变了以
往一个裁缝一天只能做一件衣服的状

况。智能化还进入了物流配送等环节，公
司发展迅速， 已在全国开设直营实体店
铺300余家。

在智能制造带动下， 芦淞区已规划
并正在形成面积达25.5平方公里、 从业
人员超20万人，集研发设计、生产加工、
仓储物流、展示销售、公共服务于一体的
现代服饰产业集群。 目前，该区38个服
饰专业市场聚集品牌4000余个，其中本
土品牌1000余个。 去年，该区服饰产业
实现技工贸总收入820亿元， 今年预计
可增长10%以上。

“芦淞服饰将继续以科技创新为主
引擎，不断补链强链延链，走出一条高质
量发展之路。 ”芦淞区委书记王建勇说。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刘联波

虽是寒冬， 但山清水美的东安县井头圩镇廖家村
东安鸡成群，舜皇山土猪肥壮，到处生机勃勃。

吸引记者慕名而来的， 是该村一张手绘“扶贫地
图”。 这张地图在脱贫过程中还发挥了重要作用呢！

走进廖家村村级活动中心， 门前公示栏里， 那张
“扶贫地图”格外醒目。 地图长约3米、宽约2米， 上面，
全村地形、交通、贫困户分布情况一目了然。 图上囊括
村情、地形、交通、贫困户居住地、上级扶贫、“一对一”
结对帮扶名册、脱贫项目等内容。还详细标注了贫困户
和扶贫责任人名字、扶贫单位、脱贫状况，以及石路、土
路、硬化路等村道情况。

“看了这张地图，即使你头一次来我们村，对村里
情况也能掌握五六分。 ” 村党支部书记廖在松颇为自
豪。

东安县井头圩镇廖家村有667户2458人， 其中贫
困户55户151人，是东安县38个省定贫困村之一。 该村
山多地广、道路纵横、贫困户居住分散。

2016年，村支两委决定绘制一张扶贫地图供扶贫工
作队参考。 有美术功底的村主任陈海华画了一幅简易的
全村交通图，详细标出全村桥梁、石路、土路、硬化路。 这
张交通图，在扶贫工作队员走村串户时起了大作用。

随着脱贫攻坚不断深入，这张地图内容已显简单，
难以满足需要。他们于是将地图内容补充完善，画成后
张贴在村级活动中心的公示栏中。

“通过这张地图，可以了解全村贫困户的分布状况
和密集程度， 还有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产业分
布。 ”扶贫工作队员老张告诉记者，能够帮助实施精准
扶贫，补齐短板，还能提醒大家贫困户不退出，扶贫工
作队不能松懈。

一张扶贫地图的升级，也折射出廖家村的新变化。昔
日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 新修建的冷东城际快速通道又
横贯该村； 特色养殖和种植风生水起， 贫困户发展后劲
足；全村流转土地2000亩，油茶产业扬帆起航。 2016年以
来，该村已脱贫23户68人，今年计划脱贫31户82人。 村庄
变了,一幅美丽的廖家村画卷在徐徐展开。

“等村里摘帽了，我还要画全村的‘小康地图’！ ”陈
海华对此信心满满。

乡村振兴纪实

“扶贫地图”
勾画美丽廖家村“硬措施”优化民企发展“软环境”

今年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同比增长39.1%�

从卖服装到产服装,从人工生产到智能制造

创新推动服饰产业转型升级
芦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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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2月17日 第2018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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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01 1605 11 13 19 20 21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2 月 17日

第 2018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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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1040 3047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59 173 165907

3 79

� � � � 12月17日，农历11月11日，侗寨“双十一祭萨节”在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镇独坡村举行。
数百名群众身着侗装沿寨巡游，祈求全寨平安。 侗族人敬奉大祖母萨岁，每年举行祭萨岁仪
式，以此来维系和沟通感情，祭萨活动也成为侗族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方式。 李尚引 摄

欢度“祭萨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