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曾翔 陈保文）1月11
日， 永兴县纪委监委召开全县纪检
监察干部会议， 学习讨论湖南省委
关于大力提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集
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意见，
并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该县纪委监
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将围绕《意见》
指出的五个方面重点整治内容，找
准突出问题，以刮骨疗毒的勇气，进
一步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刀”，
形成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局面。

近几年来， 永兴县持续在全县
范围内集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
义，以自我革命精神根除顽症痼疾，
推动作风建设不断深入。针对“衙门
作风”和“机关病”等突出问题，该县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从推动工作、文
风会风、 个人学风等各方面主动查
摆、带头整改，一级做给一级看，一
级带着一级干，以“关键少数”的自
我革命， 示范带动大多数党员干部
看齐， 形成自上而下转变作风的良
好氛围。

该县组织各级党组织开展拉网
式排查，既查摆共性问题，也查摆各
部门、 乡镇具有地方特点的突出问
题，并坚持立行立改，对自查中发现
的问题，均按要求形成整改台
账，实行销号管理，整改成效
在一定范围内向广大党员干
部公开并接受监督。 同时，县
纪委监委部门组织人员，每年
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等形

式，重点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新问题、新表现，进行明
察暗访，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 去年7月，该县农机局干
部谢细龙在驻马田镇丹江村帮扶期
间，工作作风不扎实，驻村考勤弄虚
作假，由他人代签到。 谢细龙因此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据了解，近3年来，该县查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案件57起，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12人，问责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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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周晓鹏 周磊）“以前干部上
门，只是象征性地慰问一下，现在
务实多了，把我们的困难一次性地
解决了。 ”1月11日，拿到新办的残
疾证后，溆浦县龙潭镇红岩村残疾
人舒文兴由衷地说道。 这是该县残
联干部开展上门办理残疾证等服
务后出现的新气象。

近年来，溆浦县委、县政府紧扣
解决农村、企业、服务对象和群众反
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大力倡导
“领导在一线指挥、干部在一线干事、
情况在一线了解、 问题在一线解决、
工作在一线落实、 感情在一线融洽、

水平在一线检验”的“一线工作法”。要
求党员干部对基层反映的亟待解决
的问题要“立即办”，对老大难问题要
“主动办”，对普遍性问题要“上门办”，
对暂时不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要“跟
踪办”，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问题
要“公开办”，力戒空谈，崇尚务实。

该县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
“最多跑一次”改革，把更多便民服
务实招沉入基层。 全县共梳理审核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事项615项，取消县本级证明事项29
项， 下放乡镇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
74项，大大方便了群众办事，让老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办好事。 1月7

日， 大江口镇白沙村李远满购买了
一台小型农机， 通过镇便民服务中
心申办农机补贴，很快就获得了740
元补助。 县农机部门统计，农机购置
补贴申办权限下放到乡镇后， 减少
了群众开支， 提高了群众购买农业
机械的积极性。 去年，该县群众共申
报农机补贴4590多台。

身子扑下去，人心暖起来。2018
年，该县还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带着
问题下去、 带着满意回来” 主题活
动，解决群众身边问题集中行动，走
进贫困农家，真诚倾听民意，共解决
实际问题3800余个，有效提升了贫
困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 � � �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记者 张颐佳）昨天上午，长沙市开
福区召开军民融合高层次人才奖励兑现暨座谈慰问会，对21
名军民融合高层次人才给予580万元奖励。

据悉，这次奖励的21名军民融合高层次人才全部是国防
科技大学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也意味着开福区承接国防
科技大学军民融合项目及引进转业人才创新创业的政策结
出了硕果。

开福区委书记沈裕谋介绍，近年来，开福区紧跟省、市军
民融合发展政策动向，加快“军转民”“民参军”的步伐，初步
构建了军民融合、军地互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产业格
局。2018年，开福区被评为湖南省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基地，军
民融合企业总数已达117家，完成产值10亿元，其中20家企
业拿到军品生产研发资质。

此次，开福区除了现金激励外，还提供子女教育、医疗保
健、配偶就业保障等服务。 入选的21名军民融合高层次人才
来自辖区13家军民融合企业。

桃源36名民营企业家
成“座上宾”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记者 鲁融冰 姜鸿丽 通讯员 曹
志武）“县委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企业家成为座上宾，让我们
感受到政府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决心和力度。 ”1月11日，在
桃源县委经济工作会议暨全县开放强市产业立市3年行动推
进大会上，晟通集团常德分公司行政总监陈涛激动地说。

此次会议上，桃源县36名纳税超千万的企业家胸戴大红
花，坐在会场前两排的正中间，陈涛便是其中之一。这充分体
现了该县重商、亲商、扶商的鲜明态度。

近年来，桃源紧跟省市产业发展战略，围绕“奋斗新三年
挺进十强县”的目标，下大力优化经济环境，开展系列惠企暖
企行动，深入开展“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让民营企
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2018年，该县预计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373.7亿元，增长8.7%；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亿元，
增长11.1%；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分别为247.4亿元、
56.8亿元，分别增长7.7%、8.2%；新签约、新开工亿元以上产
业项目各22个。

桃江电商实现大发展
去年完成交易额超 47.3

亿元，比上年增长48.52%
� � � �
� � �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刘鹏
文暑成 郭琼) 记者今天从桃江县商务和粮食局获
悉，该县去年电商发展交出喜人答卷，全年完成电
子商务交易额47.3亿元、 电商销售额15.12亿元，比
上年分别增长48.52%、40.81%。

近年来，桃江县坚持“市场引导、政府主导、企
业主体、社会参与”的电商发展思路，以推进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程体系建设为抓手，实施“品
牌桃江”“创业桃江”两大核心战略，融合“智慧桃
江”建设，推动公共服务城乡共享，加快推进经济转
型发展，全县电子商务呈蓬勃发展之势。

目前， 桃江县已建成1个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1个电商仓储物流配送中心、1个供应链仓配处
理中心以及15个乡镇电商公共服务中心、250个村
级电商公共服务站，实现行政村电商公共服务站点
全覆盖。 全县发展电商企业2413家、小微网店5301
家、个人微商9810人，其中年销售额达1000万元以
上电商企业42家。 全县电商企业从业人员达15248
人，并累计帮扶贫困户5064人次。

华容多措并举
应对春节人情宴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严非平）
连日来，华容县各单位未雨绸缪，紧盯“治陋”重要节
点和突出问题，积极应对春节人情宴请高峰。

华容是重要的劳务输出大县，2018年超过20万
人外出务工。“春节”前后是人情宴请高发期，也是返
乡人员回乡“办酒”的集中期。华容多措并举，努力营
造环境祥和、清爽而廉洁的春节氛围。该县通过公开
举报电话、加强明察暗访、强化监督问责、通报典型
案例等方式，形成监管合力。 1月4日，该县下发了关
于切实做好春节前后“治陋习、树新风”工作的紧急
通知。 随后， 各单位通过召开相关会议进行督促提
醒，打电话和编发短信、微信等形式，重申“治陋”纪
律，提前打好预防针。 县治陋办联合相关部门，对县
城区22家宾馆和酒店进行专项突击检查，重点查处
违规人情宴请。

华容县治陋办主任张宏介绍：“2018年，全县人
情宴请次数由上年4万例锐减至2万例，人情宴请支
出由上年18.2亿元减少到5亿元。 ”

衡阳改造桥梁助航标志
“标志更清晰，标灯更亮”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黄平实 肖
文喜）“改造后的桥梁助航标志更清晰，标灯更亮。”今天上午
10时许，记者在G4京港澳高速朱亭大桥上看到，桥下的湘江
江面上， 航标灯指引船舶在可通航的桥孔安全顺畅通过，避
免船舶撞上桥墩，保证桥梁和通航船舶的安全。

湖南衡阳航道管理局管辖湘江归阳至株洲316公里干线
航道，辖内有桥梁24座（含在建2座），城区耒水、蒸水还有桥
梁17座，辖区航道安全维护任务繁重。 其中大部分桥梁助航
标志，因长期没有维护而不同程度损毁，严重影响桥梁自身
和通航船舶的安全。

近年来，衡阳航道管理局将桥梁航标设置作为维护航道
安全的基础性工作，全面摸排，建立台账，明确整改要求，并
积极与当地桥梁管理单位沟通协调， 发出整改督办函30余
份，确保整改责任落实到位；联合衡阳海事及水利部门开展

“打非治违”百日专项行动，将桥区航标整治和饮用水取水口
专用航标设置整治作为行动的重点；该局还积极争取衡阳市
政府、省水运管理局支持，落实整改资金300万元。

截至1月上旬，该局所辖范围内，湘江干线航道桥梁已有
武广高铁湘江大桥、衡阳公铁大桥等8座大桥，耒水城区段已
有船山东路、京广铁路7座大桥，蒸水城区段有3座桥梁全部
完成助航标志整改并通过验收， 为即将到来的2019年水上

“春运”夯实安全基础。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郭颖 张银静

“回家，真好！”1月13日，湖北省
来凤县革勒车乡， 在外漂泊15年终
于回到家乡的梁成高， 与一家人围
着火炉烤火，阵阵暖意直上心头。 5
天前， 张家界市永定区公安民警翻
山越岭，将他送到了亲人身边。

今年51岁的梁成高， 小时候因
患有小儿麻痹症，导致大脑发育不健
全。15年前，因乘坐火车时不慎走失，
从此开始了流浪生活。流浪到张家界
后，梁成高便在一个桥墩下，搭了一
个简易的棚子生活着。市民李先生见

他风餐露宿，十分可怜，便决定在生
活上帮助他，这一帮就是1年多。

虽有智力缺陷， 但随着年龄逐
渐增长，梁成高思乡日切。从他模糊
的话语里，李先生得知他有个弟弟，
但又说不出自己的姓名和家乡地
址。于是，李先生便拨通了永定区崇
文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求助民警帮
梁成高寻找家人，完成其“归根”愿
望。

“慢慢沟通，寻找线索。”发现梁
成高有智力缺陷后， 民警并没有放
弃为他寻找亲人。接下来的时间里，
陪他说话， 给他送饭， 逐渐建立信
任。通过断断续续的聊天，民警发现

他对家人的记忆十分模糊， 推断他
离开家可能已10年甚至20年以上，
户籍也很可能被注销。

就在大家都觉得希望渺茫的时
候， 省公安厅传来振奋人心的消
息———通过人像比对技术， 已经查
询到梁成高的详细情况。 民警马上
联系上来凤县革勒车乡的当地派出
所，经过核实查询，该乡确实有一名
男子走失了很多年。

“15年了，我们都以为他不在人
世了，没想到他还活着，太好了！”得
知消息后， 梁成高的哥哥和弟弟喜
出望外。

1月8日，民警与李先生带着梁成
高回到革勒车乡时，亲人们早已在等
候。“大伯！ ”看到亲人，梁成高十分激
动， 两叔侄的手紧紧握在一起，15年
的离别，也在此刻迎来了团圆。

一碗“腊八粥”启年味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文兰）常言道，过了腊八就是年。 1月13日，“逛千年
庙会 品温暖腊八”2019年南岳庙会启动仪式暨腊
八节慈善活动在南岳大庙举行。活动现场熬制了万
余份“福寿”腊八粥免费赠与游客和市民，大家一同
开启新一年的幸福年味。

今晨零时一过，红豆、葡萄、枸杞、花生米等21
种配料被倒入一口直径2.36米、 高1.8米的大锅中，
随着柴火熊熊燃烧，经过数小时熬制，锅中腊八粥
的浓香与热气逐渐蔓延开来。闻讯赶来的游客和市
民排着长龙，有秩序地免费领取象征“福寿”的腊八
粥。“又香又暖！今天来爬山、上香，正巧赶上腊八节
施粥活动，已经感觉到浓浓年味了！ ”来自郴州的游
客黄先生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浓香的腊八粥。

当天， 南岳区佛教协会还现场为150户贫困家
庭捐赠50万元。 多年来，南岳区佛协以腊八节为慈
善载体，积极参与抗震救灾、扶贫济困、修桥补路，5
年来用于公益慈善的专项资金累计达1040万元。

据悉，南岳腊八节慈善活动也是千年南岳庙会
的启动仪式， 整个活动将从腊八节持续到元宵佳
节，其间戏曲百艺精彩纷呈、风味小吃琳琅满目、朝
圣文化情景交融，将展现中国南方盛大民俗庙会的
独特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李斌 袁学龙

1月12日，是腊八节的前一天，
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乡上堡侗寨年
味渐浓，“上堡故事” 客栈老板胡壬
梅邀请脱贫村民一起宰年猪、 打糍
粑、喝油茶，畅谈脱贫致富的体会，
喜迎即将到来的腊八节， 每个人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上堡侗寨以叠嶂、层峦、奇峰、
陡崖、峡谷、瀑布、构造地貌、变质岩
相剖面和人文景观为主要特色，景
区内风光旖旎，人文厚重，是度假佳
处。 辖区共有258户，总人口878人，

其中少数民族占98%， 曾有贫困户
54户，贫困人口183人。 近年来，上
堡侗寨依托旅游产业， 大力发展山
庄、农庄、客栈、土菜馆等特色服务
业，强劲拉动了当地土特产加工、特
色种养业发展。据初步统计，上堡仅
农家乐就多达30多家，去年营业收
入达600多万元， 众多村民和贫困
户因此摆脱贫困走上了致富路。

村民胡壬梅就是这批脱贫致富
村民中的典型代表。 她曾在外地经
营餐饮业20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开
店经验。 近年来，她看到上堡乡村旅
游越来越火爆，2017年， 她筹资180
万元， 把自己家的老宅改造成集餐

饮、休闲、康养为一体并具苗侗风情
的农家小院，取名“上堡故事”。 在这
里，既可倚窗听泉，又能抬眼望山；
既可以品尝到油茶、 腊肉、 猪血丸
子、灌辣子等苗侗特色小吃，又可以
欣赏到上堡独特的民俗文化。 胡壬
梅的生意日趋火爆， 年收入突破百
万元。

胡壬梅始终不忘带富还没有走
出贫困的乡亲， 村里很多贫困户在
她的结对帮扶下脱贫致富。 一组的
肖明学，全家6口人，因父母长年患
病而导致家庭贫困。 2017年起，胡壬
梅聘请他为货运司机， 为“上堡故
事”驾车拉货，年收入6万多元。

2018年，上堡侗寨脱贫16户61
人， 全寨4年来共脱贫52户177人。
对于上堡人来说，2018年既是脱贫
之年，也是丰收之年。

开福区580万元重奖
军民融合高层次人才

身子扑下去 人心暖起来

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
溆浦

针对“衙门作风”和“机关病”

亮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永兴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06 0 6 2 4 7 5 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7559178.5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13 2 2 3
排列 5 19013 2 2 3 3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上堡故事：

迎腊八 庆丰年

湖北汉子流浪15载终与家人团圆———

“回家，真好！ ”

邻里一家亲
1月12日， 长沙市天心

区桂花坪街道桂庄社区，居
民在表演文艺节目。 当天，
该社区开展“唱响新时代，
梦圆千万家” 迎新春活动，
通过舞蹈、朗诵和环保时装
走秀等形式，丰富居民文化
生活，促进邻里和谐。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朱晓枚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01月 13日

第 2019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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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1040 6687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48 173 285104

9 0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01月13日 第2019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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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1135373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2
二等奖 9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514887
3 21453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820
83388

1500047
12926873

75
3233
59419
509775

3000
200
10
5

1205 19 26 2810

济南湘西东西部
扶贫协作再结硕果

得象公司将为自治州提供
1000个就业岗位

湖南日报1月13日讯 （记者 陈 昊 通讯员
石立新 ） 12日， 湘西得象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产业
扶贫及新产品发布会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
首市举行， 正式对外发布了其最新专利产品———
得象碳晶暖立方。

湘西得象公司是山东得象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在自治州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也是济南市首家在
自治州注册落地的实体经济企业， 于2018年6月1
日注册成立； 2018年12月26日， 其位于古丈县红
石林工业集中区的生产线正式投产， 第一批得象
碳晶暖立方诞生。 该公司实现了当年考察、 当年
注册、 当年投产、 当年见效， 直接为古丈县建档
立卡贫困户提供了30多个就业岗位。 公司预计
2019年将实现年产500万片碳晶电热板， 产值1.5
亿元， 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预计5年内， 将实现
年产3000万片碳晶电热板， 提供就业岗位1000
个， 产值10亿元。

山东得象公司负责人表示， 要把湘西得象打
造成服务于南方清洁供暖市场的龙头企业， 让企
业在自治州扎下根来蓬勃发展， 从而带动更多贫
困群众就业， 为东西部产业扶贫协作作出更大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