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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通讯员 向民贵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1月4日，泸溪县脱贫攻坚指挥部里依然
非常忙碌。 墙上挂着一张特殊的地图：11个
目标乡镇、93个贫困村、6.5万贫困人口的分
布、脱贫进度，被红、黄、绿三色旗子标注。

“挂战图、明责任、定路径、建机制，县、
乡、村三级书记齐上阵，签下‘军令状’，形成
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精准发力的领导责任
体系。 ”泸溪县委书记杜晓勇向记者介绍。

不漏过一个贫困群众
2018年，精准脱贫攻坚战在泸溪县域

纵深推进。
战果累累，捷报频传。 近日，经上级相

关部门实地验收后的一组数字令人振奋：
退出贫困村33个， 减少贫困户5464户、
21455人，贫困发生率由3年前的35.69%下
降至2018年底的4.75%。

泸溪县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
派出138支工作队417名队员驻村扶贫，整
合省、州、县180个单位、7067名干部，结对
帮扶16715户贫困户，实现了驻村扶贫、结

对帮扶、县领导联系贫困村三个“全覆盖”，
做到不漏过一个贫困群众。贫困村不出列，
党员干部不撤兵；贫困群众不脱贫，帮扶干
部不下火线。

民生工程合力推进
紧紧围绕“精准施策、合力攻坚、摘帽

脱贫”的要求，泸溪县扶贫、财政、发改等
部门，以深度贫困村为主战场，推进精准
脱贫进程。

教育扶贫全覆盖。 按照学前、小学、初
中、高中、职教等不同阶段，对贫困生每生
每年分别给予1000元、1500元、2000元、
3000元、2500元的生活补助；对考取本科、
专科的贫困新生，分别给予5000元、3000
元资助。 这种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
成为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优秀案例。

健康扶贫除病根。 全县贫困户医保参
保率、大病救助率均达100%；在自治州率
先推行住院费用报销“一站式”服务，贫困
户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90%， 对特别困难
户全额救助，防止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建强基础添后劲。 2018年整合资金

4.49亿元、国开行贷款7.38亿元，完成农村
道路提质改造203公里， 硬化村道367公
里； 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4.1
万人告别饮水难；投资3.97亿元，完成1712
户、6620名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 贫困
户实现住有所居。

社会保障有成效。 把特困家庭纳入低
保范围，城乡低保月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
320元、175元。 目前，发放农村兜底和低保
对象救助金3434.6万元。

就业脱贫奔富路。 2018年，全县新增
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1335人，人均月
薪4000元；全县9.1万名农民务工，实现劳
务收入44.2亿元， 被评为全国返乡农民工
创业示范县。

产业扶贫摘穷帽见实效
“推进‘规划到村、项目到户、帮扶到

人’，做到分类施策，精准扶贫，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泸溪县县长向恒林
信心十足。

该县按照“一村一品、 一户一业”模
式，整合资金4.06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658个，16537户贫困户、64279名贫困群
众受益。

浦市镇麻溪口村与湘西和益生物科
技公司、县椪柑公司合作，流转1200亩土
地种植脐橙、1300亩土地种植杜仲， 产业
扶贫资金用于贫困户入股，公司占股51%，
农民占股39%，村集体占股10%，年底按股
分红，带动了336户、1251名贫困群众在家
门口致富奔小康。

斥资1.2亿元推进光伏扶贫。全县93个
贫困村光伏发电项目全部竣工， 规模达
14.29兆瓦，年收入达1000万多元，每个贫
困村集体经济实现6万元/年。

目前，该县创办各类专业合作社363个、
家庭农场67个，贫困户入股合作社达60%以
上，建起100个精准脱贫产业园区、10个千亩
标准园，带动了2.1万名贫困人口脱贫。

长沙：
办好“10件实事”
交出“温暖答卷”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王晗）小区提质提档

“像是搬了一个新家”，农贸市场买菜宛如逛超市，一
张社保卡就能轻松搞定挂号缴费……在长沙， 一年
来的改变触手可及。

今天出炉的长沙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8年，长
沙围绕教育、医疗、出行等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织密扎牢
社会保障网，10件民生实事全面完成，交出了一份让市
民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温暖答卷。

2018年， 长沙市连续11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幸福感”成为长沙的鲜明标识。 蓝天保卫战初
战告捷， 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78天；“一河一策”
全面实施，湘江长沙段水质达到Ⅲ类以上，城市供水
水质合格率100%；新改扩建农贸市场76个、生鲜门
店46个， 市民步行15分钟就可以享受到14类公共服
务；“反炒房”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持续保持房价

“洼地”优势；完成棚户区改造2.29万户、农村危房改
造5193户……

民生实事的分量越重，百姓的幸福指数就越高。
记者了解到，长沙今年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好推
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健有所保；劳有所
得、弱有所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住有所居、居有
所安，在全面完成省定民生实事任务的同时，着力办
好高质量完成“一圈两场三道”建设任务、新改扩建
公办幼儿园30所、新改建农村公路1000公里、提质
改造小餐饮“透明厨房”4000家、完成城镇棚户区改
造和老城区有机更新13500户等10件民生实事。

株洲近8成财力用于民生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戴鹏 实习生 傅宇

姮）“2018年，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57.22亿
元， 其中民生支出351.5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3%、
8.1%。 ”1月7日，记者从株洲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一次全会获悉，2018年该市近8成财政支出用于保
障和改善民生。

过去一年，株洲市财政资金尽力保障民之所盼、
政之所向的基本需求，特别在就学、就医、就业等群
众最关心的领域持续加大投入， 其中教育支出60.1
亿元，比上年增长10.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6.4
亿元，增长17.9%。 全市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9.5亿
元，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 财政预算还安排产业项目
建设资金7.75亿元，重点投向“五个100”项目。 同时，
深入推进各项财政改革， 贯彻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
策，仅自主出台的相关报建费用优惠政策就减费1.6
亿元，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今年，株洲市将突出产业项目建设，切实抓好财
源建设，落实政策为企业减负，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
发展等。 坚持民生支出优先安排， 支持实施“民生
100”工程，优先保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支出，重点保障就医、就业、就学等领域支出。

长沙工资薪金
缴纳个税降幅已超60%

� � �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杨葵
露 吕锦平）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
获悉，自去年10月个税新政提前实施以来，个税起征
点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长沙工资薪金缴纳个税
降幅已经超过60%， 需要缴纳个税的纳税人也大幅
减少。 预计今年6项附加扣除标准落实后，将有更多
纳税人享受到减税红利。

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 和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
行）》已正式实施。 长沙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广
大纳税人可通过官方渠道下载“个人所得税APP”等
渠道，及时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只要是提前填报
了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纳税人，当月发放工资时，就
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如果纳税人领取1月份工资
前忘记填报或者填报晚了，也可以在2月份或者以后
月份填报并补扣享受。

据了解， 以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蔡女士
为例，其税前工资约9000元，原个税政策需缴纳个税
约400元，现行个税政策红利下，扣除子女教育1000
元，房贷利息1000元，赡养老人1000元后，不需要缴
纳个税，每月节税将近400元。

长炼医用氧纯度
达99.8%以上
湖南日报1月8日讯（通讯员 张勇 记

者 徐亚平）1月6日，中国石化长岭炼化新
一批符合标准的高纯度医用氧卸转至岳
阳市一人民医院专用液氧储罐。 据统计，
长岭炼化通达气体厂通过升级改造、生产
调优，每年为湖南、湖北等地30多万名患
者提供了纯度达99.8%以上的医用氧。

长岭炼化炼油化工生产需要大量的
高压氮气。 在提取氮的同时，空气分离装
置副产大量的氧。 经过多次压缩、冷却及
超低温处理，气态氧被转变为液态氧。 反
复精馏提纯除灰尘、杂质、一氧化碳、二氧
化碳、水蒸气，技术人员发现，该副产品可
以提纯成99.8%的优质氧。

在生产操作过程中，长岭炼化按照医药
监管部门的运行管理要求，严格落实岗位责
任。 按时记录装置运行关键技术和质量指
标，实时监测各类数据变化曲线趋势，确保
装置平稳运行、 产品质量达到健康卫生要
求。经过省、市多次专项督查，长岭炼化通达
气体医用氧合格率均为100%。

目前，长岭炼化通达气体厂每天可产出
医用氧120立方米，并与岳阳市一医院等10
余家医疗机构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企业
先进生产工艺更好地服务了人们健康。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卓林 李政

桂阳县浩塘镇大留村李桂珍，多年来
无微不至照顾患病的公公、婆婆，被村民
们夸赞“是一位好媳妇”。

1月8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大留村采
访，见李桂珍正搀着婆婆在院子里散步。

李桂珍出生于广西桂林。 2004年，20
岁的她为了心爱的人嫁到大留村。婚后,李
桂珍和丈夫在深圳打工，夫妻俩日子过得
平淡而温馨。

2009年冬天， 李桂珍的公公患直肠
癌，婆婆身体也不好。 李桂珍不得不辞去

工作回到老家照顾公公、婆婆，带着公公
四处求医问药。

那段时间，李桂珍在医院和家里来回
跑，还要到处借钱，辛苦自不待言。 后来，
李桂珍的公公病逝，家里欠下10多万元债
务。

2015年，就在李桂珍还清为公公治
病欠下的债务时， 她婆婆肖姣女突患脑
垂体瘤。 李桂珍没有怨言， 独自带着婆
婆，揣着东拼西凑的10万元钱，来到长
沙湘雅医院做手术 。 婆婆的手术很成
功，李桂珍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了。

“我家的儿媳妇比女儿还亲，这么多年，
要不是她撑着，这个家早就垮了。 ”肖姣女

说，自己卧病在床，儿媳妇不嫌脏不嫌累，接
屎端尿、洗澡搓背……每天忙得像个陀螺。

李桂珍过着清贫的生活，村民们一年
到头都难得看到她买一件新衣服、一双新
鞋子，但经常看到她给婆婆买奶粉、钙片。
天气晴朗时， 李桂珍还带着婆婆外出散
步，呼吸新鲜空气。

有人说李桂珍傻，这么远嫁过来过着
穷日子。 她却笑着说：“父母从小就教导我
们要孝敬长辈，我做的都是晚辈们应尽的
义务和责任。 ”

在李桂珍的影响下，她的一双儿女对
奶奶也非常孝顺， 经常给老人洗脚捶背、
端茶喂饭等。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向朝阳）夕阳西下，矮寨大桥如一条巨龙横
卧在险峻美丽的德夯峡谷间；十八洞村的猕
猴桃基地里，两位苗家老人看着结出的果子
喜上眉梢； 从云层之上俯瞰湘西经济开发
区，一座现代化的州府新城欣欣向荣……今
天，“走进新时代———美丽开放幸福新湘西”
摄影展在省文化馆开展，一幅幅精美的摄影
作品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展览由省文化馆、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文广新局、省摄影家协会、省艺术摄影
协会主办，共分为“美丽”“开放”“幸福”3个
篇章，主要反映自治州改革开放40年来，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3日到自治
州十八洞村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之后,取
得的显著成绩和巨大变化,以及自治州精准
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广大人民
群众的精神风貌和感人故事,自治州乡村振

兴、传统村落保护、文化生态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发展成果,自治州美丽山水风光
和优秀旅游文化资源。

展览为期一周，到15日结束，共展出
摄影作品110余幅，均为“美丽开放幸福新
湘西” 全国摄影大赛获奖作品。 大赛在
2018年4月15日到10月31日征集作品期
间，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8000余名摄影家
和摄影爱好者作品9675件（组）1.5万余张。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贵雄

1月7日， 新田县枧头镇大冠岭山上，
54岁的邓建东忙着以高出市场价15%的
价格，收购村民们的红薯。 村民周卫中高
兴地说：“今年，红薯卖上了好价钱。 ”

邓建东收购红薯是要加工“硒薯米”。
“硒薯米”是由红薯经过削皮、烘烤等程序
加工而成，可以与大米一起蒸、煮，做成红
薯饭，不但年轻人喜欢，还让中老年消费
者品尝到“童年的味道”。

邓建东是新田县骥村镇砠平村人，家
里兄弟姊妹6人。 他年轻时，因为人口多，
收入少，红薯一直是全家人的主食。

邓建东成年后干过多种工作。 2007年
初，他们姐弟几个创办了一家粮油加工企

业，通过发展订单生产，把新田的优质大
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2010年，邓建东在新田县大冠岭山上
发现，这里水田少、旱土多，村民们辛辛苦
苦种出来的红薯不但不值钱， 还经常滞
销。 他想，如果把红薯加工成方便大家蒸
煮的“红薯米”，不是解决了这一难题？

邓建东成批买回红薯开始试验，他试
着清洗、切丁、蒸、烘烤，可一不小心就煮
成了糊，还经常烘烤成了硬疙瘩。 把这些
“废品”送到养猪场，猪都不吃，邓建东还
得自掏腰包处理垃圾。

然而，邓建东凭着不服输的劲，用5年
时间掌握了红薯切丁的技术， 如上锅蒸、
烘烤时间等参数。

接着 ， 邓建东决定改良现有的清

洗、烘烤等设备，以实现流水线生产。 为
此，邓建东到处找书籍，上网查，向专业
人士请教，一有空就拆开、组装机械设
备。

2016年大年初一一大早，邓建东突然
想到改进一个电板， 可以提升烘烤的效
率， 他立即赶到厂里， 忙到第二天凌晨。
2017年，正是试制设备的关键时期，邓建
东家也不回，连续干了3个多月。

2018年5月， 一种红薯米的加工方法
获得国家专利，因为新田的土壤富含“硒”
元素， 邓建东给这种红薯米取名“硒薯
米”。

如今，“硒薯米”远销北京、上海、广州
等地。 去年，邓建东在新田发展订单红薯1
万多亩，带动1000多贫困户脱贫。

脱贫攻坚的优秀“答卷”
———泸溪县全力脱贫攻坚扫描

好媳妇用爱撑起一个家

“走进新时代———美丽开放幸福新湘西”摄影展开展

邓建东：潜心研制“硒薯米”老百姓的故事

落水洞
水电站设备
安装完成

1月8日，俯拍龙
山县落水洞电站。 近
日， 该水电站设备已
安装完成， 正在进行
发电前的准备工作。
落水洞水电站位于酉
水河中游， 总装机
35MW， 工程总投资
为33381.32万元。 建
成发电后可缓解湖
南、 湖北两省交界乡
镇用电紧张的局面。

曾祥辉 摄

张家界土家
赶年节热闹开场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田育才）看
美景、品美食、赏民俗。 1月8日，“冬游张家
界 嗨动全世界”2019中国张家界土家赶
年节在武陵山珍馆开幕，邀请广大市民和
游客共同来寻找红红火火的年味儿。

此次活动以张家界“年俗文化”与“惠
民年货”为主题和特色，组织丰富、高品质
的年货商品、“中华老字号”商品及各地名
优土特产品，穿插打糍粑，制作炒米、姜糖
等民俗体验活动， 营造年节喜庆热闹氛
围，打造一场既有文化观赏性又有商业氛
围的“土家赶年节”，让更多游客体验张家
界土家民俗文化，品尝武陵山珍，身临其
境感受到一场民俗文化盛宴。

据了解，赶年节活动分为两个阶段进
行，农历年前从1月8日至1月30日，以特色
美食+品牌年货为销售主题； 年后从2月4
日至2月14日，以特色美食+地方特产销售
为主题。

南县构建
留守儿童关爱体系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
员 蔡泽国 冷建新)“家里发生火情， 应该拨
打什么电话？ ”“我知道，119。 ”“还可以拨打
110”……1月8日上午，在南县青树嘴镇新滨
村“留守儿童之家”，30余名留守儿童围着2
位社工老师，抢答居家安全问题。

近年来，南县高度重视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构建留守儿童关爱体系。 在全
县12个乡镇建设了73个“留守儿童之家”，
明确了12名乡镇督导员、166名村（社区）
儿童主任责任。 县民政局成立了社工事务
所，由4名专职人员和6名社工组成志愿者
队伍， 定期下乡为留守儿童进行学习辅
导、 心理疏导， 并积极引导社会组织、社
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开展活动。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01月 08日

第 2019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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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 1040 6208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02 173 259846

5 7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01月08日 第2019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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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34675073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22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428584
4 10939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08
69480

1385574
7368055

36
2355
52904
267526

3000
200
10
5

0312 19 26 3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