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田育
才 通讯员 向约红）12月23日， 在桑植
县澧源镇兴旺塔村，一座占地约2亩的光
伏电站格外显眼， 一排排光伏发电板在
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有了光伏发电，
每年村里就有稳定的经济收益， 贫困户
脱贫有了新希望。 这一切得益于供电公
司的支持和帮助。”村支书王远凡喜笑颜
开地说。

桑植县是革命老区, 兴旺塔村和高
家坪社区是国网张家界供电公司驻村帮
扶点。去年，该公司多方筹措294万元，
选址兴旺塔村， 为两个村建设装机容量
270千瓦的光伏电站， 进一步提升村级
“造血”功能，带动贫困群众可持续增收。

兴旺塔村第一书记马海军介绍， 光伏电
站今年10月正式并网发电，短短两个月
时间，发电收益达26775元。

近年来， 国网张家界供电公司突出
行业特点， 发挥自身优势， 助力光伏扶
贫。 作为光伏扶贫项目接网和并网运行
的技术保障单位， 国网张家界供电公司
主动对接，多次与发改、扶贫等相关单位
沟通联系，全力做好发电并网服务工作。
成立光伏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技术
骨干力量对贫困村光伏电站的电网
接入条件、配网线路状况进行实地勘
察摸底， 合理预测发电量和消纳能
力。此外，该公司还开辟“绿色通道”，
主动上门提供申请受理、 方案制定、

计量安装、并网验收与调试等服务，确保
全市101个贫困村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早
开工、早投产、早发电。

截至目前， 该公司已投资1064万
元， 完成101个光伏扶贫电站的并网接
入工作，共接入光伏站点101户，总容量
6283千瓦。按照即时接入、即时发电、即
时收益的原则， 已接收光伏扶贫上网电
量344.52万千瓦时， 使101个贫困村
3905户贫困户受益。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蒋剑平 通讯员 李薇 刘静颖）12月
23日，记者走进邵阳市北塔区茶元头街
道刘黑社区，见房前屋后干干净净、井井
有条，院落间“小菜园”郁郁葱葱，路上鸡
鸭粪便难觅踪影……“以前鸡鸭散养在
院子里，柴火也随意堆放，现在鸡鸭都圈
养起来了， 院子整洁干净了， 人舒服多
啦。”谈到社区环境的变化，居民陈茂华
一脸喜悦。

今年来，刘黑社区围绕美丽乡村建
设，由党员干部带头，成立环境整治志
愿服务队，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利用
周末对社区人居环境进行大整治。同

时，设立“红黑榜”，开展卫生清扫户包
户、栋包栋，提高了社区颜值。刘黑社
区的变化是茶元头街道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的结果。

该街道今年来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突破口来抓， 按照
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融”的环保理
念，开展党员承诺挂牌活动，为街道428
户党员户统一悬挂“共产党员户”牌子，
广大党员亮身份、树榜样，引领乡村人居
环境整治点上出彩、连片开花。

茶元头街道还结合人居环境整治需
要，在辖区内8个村（社区）都成立了各具
特色的志愿服务队伍，由党员干部带头、

群众广泛参与， 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
务活动，做到“一支部一特色、一村社一
品牌”。茶元头村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队伍
发动志愿者100余名， 每周对村组公共
区域及老弱病残户进行义务清扫， 该村
退休教师刘跃华还主动用彩绘扮靓村里
老旧房屋。 白田社区志愿服务队伍每晚
进行义务巡逻，确保社区平安。同时，街
道组织各志愿服务队开展系列志愿者联
盟活动，打造“红色服务联盟”党建品牌。
“红色服务联盟”成立后，街道志愿服务
人员很快从60余人扩大到3200多人，他
们身穿红马甲活跃在农家田舍， 成为乡
村新景。

2021年告别垃圾填埋

长沙有望实现生活垃圾
100%清洁焚烧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郑旋）今天，长沙市城
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焚烧二期项目正式开工。 该项目总
投资23.58亿元，占地面积约203亩，设计日处理市政脱水
污泥500吨、生活垃圾2800吨。预计2021年建成投产后，
长沙生活垃圾可实现全量焚烧， 有望彻底告别传统卫生
填埋的垃圾处理方式。

长沙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位于望城区桥驿镇，
是该市七区一县（含高新区）唯一的生活垃圾处理场所，
原采用卫生填埋工艺， 后逐步升级为以清洁焚烧发电为
主的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体系， 日均生活垃圾处理量由
2003年的1700吨增长至目前的7000余吨。

今年1月18日，长沙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清洁
焚烧）项目即焚烧一期项目投产试运行，至今已处理生活
垃圾近190万吨，日均焚烧处理垃圾5000余吨，通过焚烧
垃圾发电近5亿度， 全市生活垃圾日均填埋量下降至
1500吨，固废处理场周边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此次开工的焚烧二期项目位于固废处理场红线范围
内，由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采用BOT模式投资建
设和运营。项目以生活垃圾焚烧为基础，集成市政污泥处
置，采用“污泥热干化后与生活垃圾协同焚烧处理”工艺，
将建主厂房及烟囱、升压站、冷却塔、污水处理站等。

“项目建成投产后，可以实现生活垃圾和市政污泥两
类固体废弃物的无害化稳定达标处理， 全市生活垃圾可
实现全量焚烧。”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局长邓鹏宇介绍，固
废处理场生活垃圾填埋区同时将逐步启动封场， 未来打
造成为环保科普公园向市民开放。

“气化邵阳”
一期工程投产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邹振中）今天上午，邵阳
至邵东段输气管道工程成功点火，“气化
邵阳”一期工程正式投产通气。

“气化邵阳”工程是我省推进能源发
展战略重点项目“气化湖南”工程重要组
成部分。 其一期工程包括邵阳至邵阳县
段、邵阳至邵东县段2个输气管道工程，
于2016年9月开工建设， 今年12月20日
项目整体完工，明年将为邵东县、邵阳县
供应天然气约5000万立方米。

“这项工程建成投产，每年可为相关企
业节省一半以上能源成本。”省天然气管网
有限公司湘中项目部经理李文力说。

据了解，“气化邵阳”二期工程涉及隆
回县、洞口县、武冈市、新宁县、邵阳县5个
县（市），计划2019年开工，2020年投产。

岳阳多管齐下
防“小火亡人”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何俊彦 李治国）“别看它不起眼，
能够及时探测火灾并发出警报，作用可大
呢。”今天，在华容县梅田湖镇敬老院，该
县消防大队相关负责人指着新安装的独
立式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介绍， 为杜绝

“小火亡人”事故发生，县消防大队联合县
民政局， 在全县22个敬老院推广安装
1700余个独立式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
完善了敬老院“人防、物防、技防”体系。

入冬以来， 因电气故障导致的火灾
隐患骤增。 岳阳市消防支队联合市工商
局、市质监局等部门单位，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为期4个月的电取暖器执法检查行
动。检查组深入厂房、市场、超市等电取
暖器生产、经营场所，以电烤火炉、电热
毯等电取暖器为检查对象， 重点检查生
产厂家、规格型号、生产日期、进货渠道
等内容。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产品，检
查组及时予以下架封存。

与此同时， 岳阳市消防支队组织开
展火灾预防自救等专项培训， 还利用网
络、广播、海报、户外电子屏等载体，宣传

“小火亡人”有关消防常识，引导社会单
位和群众积极参与。

让“好人”身暖心更暖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牟蕾

“这衣服很合身。你们这么大老远来，送钱又送衣服，我
身暖心更暖呀！”近日，握着怀化市纪委监委干部金健雯的
手，辰溪县上蒲溪瑶族乡六屋场村村民骆碧青感动地说。

这天，怀化市纪委常委李金海一行驱车100多公里，
将怀化市纪委监委机关干部捐出的爱心款及新外套、新
毛衣送给骆碧青。

骆碧青是广东省河源市人，2004年嫁入辰溪县最偏
远的六屋场村， 一直不离不弃地照顾着双目失明的公公
和大伯子、又盲又哑的婆婆、婚后不久重度残疾的丈夫以
及年幼的孩子， 先后被评为县市两级道德模范，2016年
10月被评为孝老爱亲“湖南好人”。

今年11月初，新湖南客户端推出《“湖南好人”骆碧
青：远嫁瑶乡14载，不离不弃照顾婆家人》的报道，怀化
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看了非常感动， 在微信群发出了
向骆碧青学习并捐款的倡议。了解到骆碧青14年如一日
照顾婆家4位残疾人的感人故事后， 怀化市纪委监委干
部纷纷慷慨解囊资助。 听到骆碧青为了给丈夫治病而外
出打工3年没有回家、 结婚10多年来仅仅买了几套衣服
时，金健雯感动得哭出了声，决定给骆碧青送几件衣服，
表达由衷的敬意。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通讯员 曹
凌一 记者 杨军）“纪检组每周推送的廉
政小故事，配上贴近生活的点评，一下子
让廉洁意识渗透到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的
点点滴滴中。”今天，益阳市人大常委会

机关的一名干部对记者说。
从2月下旬开始，益阳市纪委监委驻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利用新媒
体， 开启纪检监察宣传寓教于乐的新模
式， 创立了面向机关全体干部职工的微

信公众号，通过“故事汇”的形式，以更
“接地气”的方式营造机关廉洁氛围。

据了解， 益阳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的
“清风故事汇” 微信公众号，在每个周末
会推送一则廉政小故事， 并附上精简的
“清风寄语”加以点评，润物无声的小故
事讲出了日常监督的大道理， 让党员干
部“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通讯员 陈
瑶 记者 李治）“我就住这里！”“这是我
们的学校。”27日， 在长沙县第三届社区
节“共绘文明城”书画展现场，一幅长3
米、宽1.4米，内容展现长龙街道风貌的
大型写实油画成为“网红”。前来观展的
市民争相与其合影， 并把照片分享到朋

友圈。
油画作者唐建伟，今年55岁，是长

龙街道辖区内长龙公园的一名保安。从
未接受过专业学习的他，40多年痴迷美
术，创作了许多别具一格的绘画作品。他
擅长用彩砂、芦苇、笋壳、玉米苞叶等环
保材料作画， 创作了不少街巷、 自然图

景，被称为环保画“扫地僧”。
唐建伟说，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

年， 他亲眼目睹了长龙街道从荒地崛起
为现代化新城的过程， 就动起了用油画
展现时代巨变的念头。 从构思到创作完
成，花费了两个多月。

此次展览共收录居民绘画作品
100幅，作品围绕“共创文明城 ”这一
主题，展示了长沙县新时期街道和社
区风貌。

《湘西土司稽古录》
出版面世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彭业
忠） 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湘西彭氏
土司研究的集大成者———《湘西土司稽
古录》近日面世。

《湘西土司稽古录》的作者翟非，是
一位作家型土家族学者， 长期致力于湘
西文化特别是土司文化的研究。他历时6
年，遍访与湘西彭氏土司有关的地方，遍
查与湘西彭氏土司有关的史籍， 书中除
了选用正史及金石铭文的记载以外，还
从大量的地方志、 土司宗谱、 文人传记
中，经过相互考证后，采撷相关资料。全
书分为6卷———古诗歌赋、 敕书诏谕、奏
议书札、 传记专志、 笔记杂录和金石铭
文，达60万字，可让读者了解到更真实、
更鲜活的湘西土司。

临武滴水源景区试营业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颜石

敦 通讯员 黄平 李荟蓉）今天，装扮一
新的临武县滴水源AAA景区试营业，吸
引众多旅行商及游客前来观光体验。

滴水源位于临武西瑶绿谷国家森林
公园东面，海拔1100余米，属喀斯特大
峡谷地貌。 谷中巨石林立， 常年云雾缭
绕，一条条瀑布如飞舞的白龙，令人流连
忘返。2017年8月，为开发滴水源，临武
县引进东莞揭商集团， 建设生态田园体
验区、磨坊小镇、水上运动区等9大功能
区，打造28平方公里的大型景区。目前，
滴水源景区已建成园林餐厅、 瀑布观光
天桥、白龙潭栈道等，成为临武旅游发展
的一张新名片。

明山头镇改善人居环境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通讯员 贺嫦

记者 龚柏威 )今天，南县明山头镇两名
工作人员操作机器， 将回收来的生活垃
圾进行压缩打包处理。 这是近两年来明
山头镇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一个缩
影。今年6月，明山头镇垃圾中转站、污水
处理厂相继投入使用。 该镇关闭了所有
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砖厂、砂场，并投入资
金59.6万元，对几条沟渠进行了7次水葫
芦清理行动。同时,加大黑臭水体整治，
完成沟渠清淤1230米。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王晗）
今天上午，全国首条开放道路智慧公交
示范线在位于湖南湘江新区的国家智
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开通，标志着
长沙智能网联汽车从封闭园区测试到
开放道路示范应用迈出了坚实一步。

据介绍，这条由湖南湘江新区打造
的智慧公交示范线全长7.8公里，沿途停
靠11个站点，双向总计22个站点。试运
行期间， 湖南湘江新区计划投放4辆智
能网联公交车， 其中2辆由中车电动基
于L3级自动驾驶智能系统前装集成生
产，2辆由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基于L3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智能系统后装改造。
湖南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将作为第
三方管理机构，负责项目日常管理。

活动中， 一辆智能驾驶公交车平
稳起步， 面对开放道路更加复杂的交
通状况， 在安全员不握方向盘的情况
下，沿着预定智慧公交线路，成功完成
通过红绿灯路口、转弯、停靠等一系列
动作。“对红绿灯、 道路两侧障碍物等
识别非常精准， 降低了驾驶员劳动强
度，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来自湖南
龙骧巴士集团的公交车驾驶员吴晓红
作为首批乘客体验“智慧公交”后感慨

地说，希望能够尽快普及，让广大驾驶
员得到实惠。

业内人士表示， 从封闭环境测试
走向开放环境试运行， 是对智能网联
技术的先进性、 稳定性以及和周边交
通环境融合性的考验。据悉，依托国家
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湖南湘
江新区将打造集研发“车-路-云”于一
体的智慧公交全国示范线、I-BUS产
业孵化、零部件实车测试数据、品牌宣
传四大平台， 推动逐步建立智慧公交
行业标准，形成成熟可靠的“一站式”
解决方案，并向国内市场示范推广。

长沙“双十大”
农业品牌发布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员 刘帅）今天，
长沙市2018年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十大农业企业品
牌发布，标志着长沙农业发展全面迈入品牌引领时代。

经过企业申报、资料审核、部门评审、网络投票、专家
评估等评选程序，选出了宁乡花猪、大围山梨、浏阳金橘、
罗代黑猪、沩山毛尖、乌山贡米、灰汤贡鸭、望城鲌鱼、浏
阳黑山羊、长沙绿茶等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隆平高
科、绿叶水果、加加、绝味、童年记、湘丰茶业、金太阳、湘
纯、沩山茶业、宇田农业等十大农业企业品牌。

近年来， 长沙市制定农业品牌建设五年行动计划
（2018-2022年），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农业品牌建设的若
干意见》，每年安排5000万元的农业品牌建设奖励资金，
从基地建设、产品提质、品牌认证、宣传推广等多方面进
行奖补。至今，全市“三品一标”农产品总数达600多个，
占全省总数的1/6强；拥有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7家、上市
农业企业6家，成为引领品牌农业发展的“火车头”，绿叶
水果、童年记食品等农业品牌影响逐年扩大，罗代黑猪、
宁乡花猪、望城鲌鱼、浏阳黑山羊等地方特色品牌得到更
好的保护和传承。

光伏“照亮”老区脱贫路
3905户贫困户受益国网张家界供电公司扶贫

“红马甲”扮靓美丽乡村
北塔区茶元头街道打造“红色服务联盟”党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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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绘大型油画展街道风貌

“清风故事汇”吹拂清风

全国首条开放道路智慧公交示范线在长开通
试运行期间投放4辆智能网联公交车

12月28日，湖南湘江新区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智能驾驶公交车正沿智
慧公交线路行驶。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新闻集装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000000
0 1944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99
1380
11096

4
51
413

2340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24084
124440

724
399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2月28日 第2018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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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326 元
08 0510 19 20 22 27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2 月 28日

第 2018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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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1040 460720

组选三 570 346 197220
组选六 0 173 0

7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