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332806
0 2115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06
574
7035

12
15
193

184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884
77500

292
2165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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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05 2809 14 21 24 26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 年 1 月 9 日

第 2019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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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1040 622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96 173 24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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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按下优化营商环境“快进键”
岳阳楼区财政总收入
首次突破30亿元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宋俍 尹
萍） 今天， 岳阳市岳阳楼区居民袁延章来到社区便民窗
口，2个多小时就直接拿到工商营业执照，享受到了“社区
代办”带来的便利。据了解，岳阳楼区深入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推出局所联动、同城通办、社区代办及网上办等

“便民套餐”，去年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近1万户。
去年来，岳阳楼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放开了除国务

院公布的32项前置改后置审批事项以外的企业工商登记
限制，实现工商、质监、税务等部门的“三十七证合一”。启
用工商登记注册“局所联动、同城通办”新模式，创业者可
在全区任意工商所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 户均缩短跑腿
路程约3.7公里。借力“互联网+”，对申请冠省、市行政区
划名称的企业，实行网上申报、网上远程核准；将个体工
商户设立登记下放至社区， 实行网上审批、 社区发放执
照，真正实现了“最多跑一次”。

岳阳楼区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成立重
大项目建设协调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管理项目日
常工作，采用“区级领导牵头、街道具体负责、全区协作联
动”工作机制，及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发现的问题，95
个重大项目得到快速推进。

岳阳楼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活了“一池春水”。
2018年，该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63亿元，增长8.2%；财
政总收入首次突破30亿元，经济总量、收入质量稳居岳阳
市前列。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赵一声 伍实强

新化，古称梅山，是湖南省最大的国
家级贫困县， 县域内有柘溪水库水淹区、
高寒山区、石灰岩干旱区“三大贫困带”。
到2018年底, 该县仍有建档立卡贫困村
204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1.7万人。

为实现2019年整体脱贫摘帽， 新化
的党员干部发扬“呷得苦、耐得烦、霸得
蛮”的传统，决胜脱贫攻坚战役。经多方采
访， 记者选取3名因公殉职的扶贫一线干
部，通过他们的感人事迹，展现“梅山蛮”
奋力脱贫攻坚的决心和毅力。

“村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1月7日， 在新化县税务局驻洋溪镇

贡生村帮扶工作队队长蒋仲民的桌子上，
6本扶贫日记和一大堆资料，再也等不来
它们的主人。

4天前，蒋仲民在扶贫工作岗位上突
发心肌梗塞，因公殉职。

队员们仍记得他进村时的话语：“贡
生不脱贫，我们不收兵！”然而，这位“操
心先生”却在奋斗中走了。

为了找准脱贫路子， 蒋仲民带领驻
村队员挨家挨户走访贫困户，采取“一户
一策”的方式，制定帮扶办法。不到半年
时间，全村129个贫困家庭，他逐一走访
了3次以上，一本接着一本的扶贫日记写
得密密麻麻。

“去年，全村122人实现脱贫，成功组
建了4家专业合作社。” 村支书曾德崇介
绍。

从村部到贫困户曾德辉家，有2公里
山路，蒋仲民经常往返。曾德辉说起蒋仲
民就红了眼眶：“这学期开学， 蒋队长怕
我的两个女儿交不上学费， 又塞给我
1000元。他走了，我们少了一位亲人。”

“村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贫困户
曾银华的儿子意外受伤， 蒋仲民帮他及
时申报保险理赔； 贫困户曾水香和周喜
桃有纠纷，蒋仲民多次上门调解，让两家
重归于好。

元旦前，蒋仲民感觉身体不适，女儿
蒋蓓劝他请病假回来休息几天。 他却笑
着搪塞：“等工作任务完成了， 再去检查
也不迟。”没想到，这竟成了永诀。

蒋蓓说：“父亲没有完成的愿望，会
有千千万万的人帮他完成。”

“在崇山峻岭中发光发热”
2018年12月24日下午， 大熊山林场

大礼工区党支部书记王强、工区区长肖寄
田进村检查公路施工情况，回归途中因交
通事故坠崖，王强不幸因公殉职。

一年前，在确定大礼工区党支部书记
人选时，大熊山林场党委看中了在林场工
作近30年、工作扎实认真、性格随和的王
强。面对重托，王强立下军令状：“苦干实
干、不辱使命，在崇山峻岭中发光发热。”

大礼工区是深度贫困地区， 平均海

拔在1000米左右， 辖区内山高林密，多
为峭壁陡崖， 长年被大雾笼罩， 冰冻期
长。这里，有多个村民小组还未通公路，
通讯信号尚未完全覆盖， 影响了群众的
生产生活。

王强成了忙碌的“转山人”。林场广
阔、人烟稀少，有时从东家前往西家，要
走上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行走于崇山峻
岭和崖壁之间， 王强练就了一身“飞毛
腿”的本领。同事回忆说：“他是个走路带
风的人，工区没有人赶得上他。”

在林场和王强的努力下， 大礼工区
10处人畜饮水工程顺利完工，惠及8个村
民小组；600亩茶叶低改项目全面完成；
5公里旅游步道拓宽铺碎石工程基本完
成；11.63公里村组公路和7座水泥便民
桥建设正在推进， 移动通信基站只等开
春就能动工。

“再呷亏，也要把扶贫工作搞好”
1月6日， 新化县西河镇同兴村的村

民们正在整修水利设施。“这个项目是陈
队长生前争取下来的。我们加班加点，也
要提前完成他定下的任务。”贫困户老肖
说。

2018年12月20日， 新化县西河
镇同兴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同兴村第
一书记陈饶才，因病情突发，牺牲在
脱贫攻坚的岗位上。

陈饶才倒下了，但他制定的一系
列脱贫举措，依然在实施之中。

去年3月，陈饶才主动请缨参加一线
扶贫工作，并郑重表态：“再呷亏，也要把
扶贫工作搞好。”

他带领扶贫工作队队员，察民情、访
民意、问民需，设计出整体脱贫的“路线
图”，解决出行难、饮水难、灌溉难，先后
10多次与上级部门对接，争取30余万元
资金和一批涉农项目。

“陈队长走了，我们真还不习惯 ,因
为我们大事小事都爱找他。”贫困户刘理
声音哽咽。帮助特困户何应明插秧种田，
帮助特困户游利吾提振信心， 赞助困难
学生完成学业……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
有陈饶才的身影。

刘理一家曾挤在一间D级危房里，
父母年迈体弱没有劳动能力，5岁的女儿
患了脑瘫。陈饶才成了他家的常客，自掏
腰包买化肥，陪着老人散步锻炼，到处联
系医院， 还帮助他们通过易地扶贫搬迁
搬进了新家。

“陈队长其实身体不太好，经常要去
医院打针。”工作队队员戴阳说，“他总是
在镇卫生院打完针就匆匆赶回村里。即
使病情加重住院， 还念叨着没有修完的
水渠。”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邵阳打造百亿出口基地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肖祖华）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是邵阳发展经济重要举措之一。1
月8日， 在邵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市政府负责人在《政府报告》中提出，借助建设湘南湘西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全省保税改革试点市等方面的有
利政策，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打造百亿出口基地，壮大实
体经济。

2019年，邵阳市将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围绕彩虹特种
玻璃上下游产业链招商，打造全产业链“中国（邵阳）特种
玻璃谷”，形成百亿产业链；打造“浙江产业园”“广东产业
园”“德国精品五金产业园”， 形成几个智能制造小园区；
围绕发制品、小五金、打火机、鞋帽、服饰箱包、体育用品
等出口企业，招引高端合作伙伴，打造优质品牌，形成百
亿出口基地。

为实现新的目标，邵阳市将努力为企业发展解难题，
创新融资担保机制， 积极探索园区以股权投资吸引高新
技术企业入园，由银行、保险、园区、企业联手互动，以反
担保增信落实科创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免担保。市、
县两级将筹集50亿元产业扶持引导专项资金、50亿元企
业融资担保资金、5亿元引才引智专项资金， 用于奖扶引
进产业、科创项目和人才。

北湖“生态立区”
造就“森林围城”

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68.94%
� � � �
� � �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阮涛 彭
利华）新年伊始，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吴山桥头精品绿化
美化工程项目全面竣工，桂花、红枫、紫薇等名贵树种点
缀其间，4个木质休闲凉亭与吴山古桥、 潺潺西河水相映
成趣，勾勒出一道靓丽的风景。

北湖区生态环境良好，山川秀丽，森林覆盖率高，是
湘南的重要生态屏障之一。2008年受特大冰灾影响，北
湖区80%以上的乔灌木受损， 城区周边山头裸露率达
70%以上，损毁林业面积达11.184万亩以上，森林覆盖率
从冰灾前的65.69%骤降至59.46%。为加快生态恢复重建
和林业转型发展，灾后这些年来，该区坚持“生态立区，绿
色发展”战略，以推进林权制度改革和实施“三年城乡绿
化攻坚”“绿城攻坚”等项目建设为重点，以创建“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为契机，高
标准规划，实施城区周边山头绿化、重要道路节点绿化、
公（游）园建设、小区庭院绿化等“九大工程”。全区先后完
成人工造林19.25万亩，全面封山育林（禁伐）面积达72万
亩，通道绿化242.3公里，水系绿化76.2公里。

如今，北湖区处处绿树成荫，城乡公（游）园随处可
见，城区居民“开窗见绿、出门见景”，“两横两纵”（武广高
铁、107国道、郴州大道、X090线）“生态走廊”和西河绿色
生态屏障已然形成，实现了森林“围城”和绿色崛起。森林
覆盖率从冰灾后的59.46%恢复到目前的68.94%。

永顺柑橘
销售“开门红”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
讯员 刘海花）1月8日，在永顺县芙蓉镇举行的
柑橘产销对接活动上，全国各地客商代表相聚
于此，以柑为媒、以橘会友。4家客商与该县各
柑橘合作社、电商签订2100吨柑橘销售协议，
9个县直单位现场认购6.8万公斤柑橘。

“闻着清香，入口清甜。”现场一位女客商赞
叹。来自黑龙江、河北、新疆等10余个省（区、市）
的30余名客商代表，一边品尝“湘蜜一号”柑橘、
白皮柚、椪柑、脐橙，一边与合作社、电商代表洽
谈业务。“我要40吨！”“我要100吨！” ……新年，
永顺柑橘销售迎来“开门红”。

作为深度贫困县，永顺县将柑橘作为该县
九大扶贫特色产业之一，共发展柑橘种植面积
15.8万亩，主要分布在小溪镇、芙蓉镇等16个
乡镇。其中，椪柑11万亩，脐橙1.3万亩，蜜橘、
柚类等3.5万亩， 年产量10万余吨， 带动全县
2848户11220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雷锋文学艺术奖”颁奖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谢璐）今天，第

二届“雷锋文学艺术奖”颁奖典礼在雷锋家乡
长沙市望城区举行，《珊瑚卫士》《进退两难》等
52件作品获奖，纪红建创作的报告文学《乡村
国是》荣获特别贡献奖，该作品在2018年荣获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实现了湖南报告文学类别
在鲁奖奖项上零的突破。

“雷锋文学艺术奖”于2015年首次设立，重
奖历年来望城区本土创作的各类文化艺术精
品，奏响了地区文化艺术发展的强音。2018年7
月，该区启动第二届“雷锋文学艺术奖”评选工
作，设立文学、书法、美术、音乐、舞蹈、曲艺、民
间文艺、摄影8大类，经申报、初评、专家评审、
复评等程序， 从107件申报作品中最终评选出
52件获奖作品，包括记录中国大地轰轰烈烈扶
贫运动的《乡村国是》、为爱国科学家摇旗呐喊
的《珊瑚卫士》、 用古诗词唱响对雷锋热爱的
《雷锋颂》等。

城管干部孟向虎
捐献造血干细胞

已义务献血10次，献血总量3600毫升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黄冠辉

杨甜甜)“造血干细胞可以再生，人的生命却没有第二次。
能挽救患者生命，我的人生也更有价值。”今天，尚在休养
中的孟向虎感慨地说。 两天前， 他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
献，给一名白血病患者带来了重生的希望。

今年41岁的孟向虎是常德市武陵区城管局市容环卫
大队法制股股长，也是一名“献血达人”。2000年以来，他
已义务献血10次， 献血总量达3600毫升。2012年获得省
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同年，他志愿报名加入中国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2018年10月9日，一名白血
病患者与其配型成功。1月7日，孟向虎在湘雅三医院完成
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整个过程持续6小时，循环血液1.3万
毫升，提取造血干细胞185毫升。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丁会云 王力

1月9日，天寒地冻。临湘市坦渡镇
联合村集体组贫困户姜八元刚刚起床
开门， 邻居陈鹏就一手提着一大块猪
肉， 一手提着一个盛猪血的桶子走了
进来：“姜妈，我家杀了年猪，送点新鲜
猪肉猪血给您尝个鲜。”

现年66岁的姜八元老人是联合村
集体组居民，丈夫在30年前因病去世，
她与体弱多病的儿子相依为命。 儿子
成家后，儿媳妇因无法忍受贫穷生活，

刚生下小孩子就离婚了。然而，前几天
39岁的儿子也因意外不幸去世， 留下
年迈的姜八元老人和刚满8岁的孙子。
家中“顶梁柱”的倒塌，让其家庭再次
陷入困境之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姜八元一家
的遭遇，在村内迅速传开，村民们自发
组织捐款， 纷纷向这个困难家庭奉献
爱心。姜八元老人的邻居李新涛，在长
沙做生意，手头也不是很宽裕，但是为

了帮助这个劳苦一辈子的邻居老人，
带头捐款5000元。 在村干部和邻居们
的带领下，短短几天时间，就募得善款
7万余元。

“我们村的村民都很团结。自从得
知姜八元一家的遭遇后， 大家纷纷捐
款。这家人太困难了，家中就剩下一个
体弱多病的老人和一个孤苦伶仃的孩
子，我们要尽力帮助。”联合村党支部
书记陈合平说。

爱心暖寒冬

巧手剪纸迎新春
1月9日，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八角亭社区，剪纸艺人周莉教社区党员和居民代表剪纸。当天，该社区党总支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党员群众一起巧手剪纸倡廉洁，让年味更增“廉”味。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刘艳明 摄影报道

我以我血献梅山
———追记新化县3名因公殉职的扶贫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