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春风行动”
拉开序幕

将举办212场招聘会，提供近20万
个就业岗位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刘凤）今天
上午，2019年长沙市“春风行动”暨“千人帮千企”第五片区
服务企业劳务协作启动仪式在浏阳经开区举行。

今年长沙市“春风行动”以“春风送岗稳就业，精准扶贫
惠民生”为主题，将从1月底持续至3月底。期间，市本级和区
（县、市）、园区人社部门将在长沙市及省内32个贫困县共举
办招聘会212场，蓝思科技、伟创力、比亚迪等企业共提供
岗位近20万个。其中，市内举办招聘会142场，与32个贫困
县人社部门联合举办招聘会70场。

长沙市人社局介绍， 考虑到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村劳动
力返乡时间特点，为最大限度提高供需匹配率，春节前将广
泛发布信息进行预热。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分布特点，还将组
织宣传小分队等，深入村庄、社区、车站、广场等处，开展送
政策、送岗位、送信息、送服务活动。有扶贫任务的区（县、
市）将重点针对有就业意愿而未就业的农村贫困劳动力，开
展“一对一”精准就业帮扶。

另外，今年长沙市“春风行动”首次采用线上与线下同
步启动的方式，联动发布信息，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从路上、
车上到掌上的全过程、零距离信息服务。并将“千人帮千企”
与“春风行动”有效结合，促进用工市场与劳务输出地有效
对接、企业发展与就业扶贫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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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米金强

“快进屋烤火，一定要吃了饭再走。”
1月20日，收到“千心万益志愿者”团队送
来的“爱心礼包”和200元红包，辰溪县上
蒲溪瑶族乡茂兰冲村89岁的肖先珍老人
拦着领头的志愿者黄元清不让走。

“娘娘（奶奶的意思），他们还要给其他
老人送东西。”见此情景，老人的孙子忙上前
劝解，黄元清等志愿者才得以“脱身”。

情暖瑶乡，为277位老人
送“爱心礼包”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一群可爱的小
朋友将和志愿者们一起， 为每位年过80
岁的瑶乡老人送去一个过年的‘爱心礼
包’……”2018年12月10日，这条信息发
在黄元清及其好友陈承先、杨俭发、刘自
田等人的朋友圈， 得到天南海北爱心人
士的响应。

截至1月19日，“爱心礼包”行动共收

到242位爱心人士捐款91187.89元。黄元
清和志愿者商议决定， 为瑶乡80岁以上
老人每人送200元钱及价值100元的用
品。

20日，25名志愿者和30名学生分成4
个组，冒着风雨，分赴上蒲溪瑶族乡76个
自然村，逐一为277位80岁以上老人送上
“爱心礼包”。

上蒲溪瑶族乡五宝田村84岁的肖守
贤老人收到礼包十分感动， 老人虽然没
有当过兵， 但他向志愿者们敬了一个军
礼。

心怀感恩，连续12年送
“爱心礼包”

“送‘爱心礼包’，在我们村搞了12
年。”茂兰冲村87岁的米仁三老人对“爱
心礼包” 记得很清晰，“每年过年和中秋
节前，黄元清这个后生伢都要出钱，给我
们老人送礼物。”

“是搞了12年了，这8年我都领到了
红包和礼物。” 米仁三的邻居、88岁的杨

喜寸老人说， 这个事黄元清的叔父黄渊
平最清楚。

记者来到茂兰冲村枫香岭自然村黄
渊平家。“从2007年开始， 黄元清每到中
秋节和过年， 都要为80岁以上的老人送
礼物，人员是由我负责摸底的。”黄渊平
介绍，“钱都打到我的银行卡上， 要么我
和他一起送上门，要么我代他送。”

“1997年我读中专，家里困难拿不出
学费， 是村里乡亲们你几百块他几十块
凑来的， 那是大家卖猪卖鸡鸭的钱呀！”
黄元清是茂兰冲村人， 与记者谈起他为
老人献爱心的缘由时，几度哽咽。

“这么多年来出钱为老人送礼物，主
要是为了感恩。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乡
亲们帮了我。如今，我在广东当上了一家
企业的高管， 不能忘了当年乡亲们的恩
情。”黄元清深情地说。

怀着一颗感恩心，2007年春节，黄元
清为茂兰冲村21位80岁以上老人， 每人
送上爱心红包，当年中秋节又是如此。黄
元清那时打工月工资只有4000多元，一
年2次要花掉2个月收入。

后来， 黄元清将爱心行动从一个村
扩展到全乡，并逐步提高标准。

爱心延伸 ， “爱心独行 ”
扩展为“千心万益”

在今年爱心行动中， 上蒲溪瑶族乡
宝树坪村村民米美英也捐了300元。“我
儿子的命就是黄元清等爱心人士救的，
现在我家虽不宽裕， 但公益活动我一定
要参加。”米美英说。

米美英的儿子2013年患白血病 ，
2017年复发。黄元清获悉后自己捐款8.2
万元，还发动亲友和社会爱心人士募款。

据了解，从2011年开始，黄元清先后
通过发动社会人士捐款及采取微信轻松
筹等方式， 帮助各地患病和受灾的困难
群众67人，其中个人捐款21.3万元。

多年献爱心，黄元清深知，一个人的
力量有限， 必须带动更多的人投入公益
事业。 他告诉记者， 他们成立了一个叫

“千心万益”的志愿者组织，成员有40多
人，其志愿行动主题是“让爱点亮爱”。

岳阳便民服务中心全覆盖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屈艳 脱冬 亚平）今天上午，岳

阳市“最多跑一次”改革新闻发布会在岳阳会展中心召开。
岳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易兴吾称，2018年，岳阳
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率先在全省完成“互联
网+政务服务”改革任务。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接力
跑”，全市乡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覆盖率达
100%。 企业简易注销和企业滚动年报改革试点这两项，岳
阳是我省唯一改革试点单位。

2018年，岳阳市委市政府明确了“对标先进、全省一
流、群众满意”的目标，提出了“最多跑一次、最好不要跑、最
长一百天”的要求，先后出台了《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改
革实施方案》等文件，明确了5大改革攻坚行动。构建了“一
单总览”动态更新平台，2018年在全省率先发布“马上办、
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清单。构建了“一厅五区”全程导办
平台，实施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改革，市政务服务中
心进厅审批服务事项从170项增至707项，进驻窗口单位38
家，建立了企业开办、产权登记、工程报建、公共服务和其他
审批5个主题功能区，实施智能取号，群众办事叫号“一键可
取”。构建了“一网通办”线上服务平台，实现数据对接部门
17家，149个审批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设立“政务e
站”，建设“24小时自助服务区”，实现“不收摊、不下班、不间
断”24小时终端办、随时办、自助办。构建了“一事一办”综合
服务平台，企业开办从22天压缩至3个环节4天，不动产登
记从15天压缩至7天。构建了“万众促跑”点评投诉平台与

“就近办理”基层便民平台。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唐晓山 严洁）“去年建房国家补
助了4万多元， 通过发展种养我又脱了
贫，日子越过越好了。”1月22日，家住东
安县紫溪市镇乐园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
勇军， 从住了几十年的泥土危房里搬进
刚建好的新房，一脸兴奋。据了解，2018
年， 永州市完成农村危房改造住房

14111户，超额完成省里下达的任务，位
居全省前列。

2018年， 永州市把农村危改与推
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民生
实事等重点工作相结合，一同推进，并
纳入各级政府年度绩效考核内容。市、
县（区）、乡镇三级人民政府，都成立了
高规格农村危改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

机构，形成了层层负责、齐抓共管的工
作局面。为解决危改资金问题，永州市
除各级财政自行配套专项资金外，还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我想有个家”农
村危改资金众筹活动， 共筹集资金
1160多万元，有力支持了全市2000多
户农村危改。

为全面完成农村危改任务， 永州市
组织住建、民政等部门，精准排查全市所
有四类重点对象，做到“不遗漏一户，不
虚报一户”。 全市共核查出危房存量
14289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8202户。
同时，建立多部门联合审查机制，精准审
批补助对象，做到补助政策公开、民主评
议公开、审批结果公开。

让一线候鸟守护者
有个“家”

爱心众筹建设候鸟保护站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鲁融冰

见习记者 李杰）日前，京东物流、湖南省
环保志愿者服务联合会、 湖南百公里组
委会相关工作人员， 来到西洞庭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为设在半边湖湿地的候
鸟保护站挂牌。

洞庭湖是国家级重点野生动物保护
区， 也是重要的候鸟栖息地与迁徙通道
之一。为保护候鸟安全迁徙，2018年9月
底， 京东物流携手湖南省环保志愿者服
务联合会、湖南省佛慈基金会、湖南百公
里组委会，发起“候鸟守护者”1元募捐活
动， 募款用于在洞庭湖流域建设珍稀候
鸟保护站。 活动以爱心众筹方式， 吸引
10949人次参加， 共捐资建立了12座候
鸟保护站， 让一线候鸟守护者有了一个
温暖的家。

据悉， 京东物流今后还将利用自身
优势， 逐步在全省范围推进候鸟保护站
建设，支持站点装备升级。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陈咏涛 戴军）23日，记者
来到衡阳县界牌镇上塔村看到，国网衡阳
县供电公司技术人员正冒着凛冽的寒风
攀爬电杆，为村民进户架线、安装电表，收
尾并网。这标志界牌镇小水电自供区电网
改造完成，正式并入“大电网”。“电网改造
后， 我家养鸡再也不用木炭给鸡取暖，让

鸡舍升温啦！”村民胡早春开心地说。
界牌镇小水电自供区并入“大电网”

后，困扰当地3万群众、10多家企业的用
电难题得到解决， 极大地方便了当地农
村居民的生产生活， 为脱贫攻坚构筑了
强大的“电力引擎”。

据悉，截至2018年，衡阳县还有8个
小水电自供区。 自供区水电本来就不足，加

上供电设备长期“带病”运行，导致电压低，供
电不稳，百姓生产、生活用电很不方便。去年
9月，县里启动对辖区8个小水电自供区电网
升级改造工程。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克服坡
高山陡、地形复杂、住户分散等重重困难，快
速推进工程建设。地处贫困山区的界牌镇升
级改造工程率先竣工，并入“大电网”。

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副经理曾斌峰
介绍，界牌小水电改造完毕之后，其余7
个小水电自供区的改造也在紧锣密鼓
中，今年将全部改造完毕。届时，8个小水
电自供区内的25万群众、30多家企业
“用电难”将得以有效解决。

“谢谢你们来看我”
———岳塘区建设路街道
纪工委回访受处分党员
小记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冉春雷 钟慧

1月23日，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
道受了处分的党员刘某看到该街道纪
工委书记程剑突然来访， 内心五味杂
陈。

“快过春节了，我们来看看你，拉拉
家常。”程剑说。

“来看我这个受了处分的党员……”刘
某将信将疑地将一杯茶递给了程剑。

“程书记 ， 我一直都很配合你们 ，也
受到了处分 ,但你们还在党员大会上
通报 ,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了 ，也不敢
再去参加党员大会了 ， 别人都戴着
有色眼镜看我……”

2018年11月，刘某因曾吸食“K粉”，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我理解你的
心情。”程剑开导他，“不要有思想包袱，
不能一错定终身， 也不能自暴自弃，人
生的路还长得很。男子汉大丈夫，在哪
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知错能改一
样是好同志。”

“上次确实是我错了 ，违反了纪
律。以后 ，我会在工作生活中多加注
意，摒弃生活恶习 。”刘某拍着胸脯
说。

看到刘某态度转变， 程剑趁热打
铁：“快过春节了，我们街道纪工委也给
你送点春节礼物———《中国共产党章
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希
望你重温誓词，积极上进。”

“谢谢你们！我一定加强学习，紧跟
党的步伐。”刘某爽快地答道。

与刘某告别后， 程剑与同事商量：
“一些党员干部受处分后， 更需要我们
关心。回办公室后，我们制定一个计划，
对所有受处分党员尽快开展一次回
访。”

� � � �从偏僻瑶乡走出的青年黄元清心怀感恩，自己掏钱关爱老人，并成立志愿者组织，
发动社会力量献爱心———

“让爱点亮爱”

衡阳县自供区有望全部并入“大电网”
25万群众、30多家企业将解决“用电难”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1月中旬，中石化巴陵石化
对拟处置的一套环己酮高压装置进行检
修消缺，实现一次开车成功，运行3个月
就收回投资，创效2000多万元。巴陵石
化在上年度扭亏为盈基础上，2018年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22%， 实现税费29.8亿
元，增长29%，继续保持整体盈利，经济
效益迈上新台阶。

巴陵石化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落

实，截至2018年底连续78个月未发生上
报中石化总部安全事故，20多套主要炼
化装置保持平稳运行，2018年累计生产
炼化产品485万吨， 同比增长17.7%，创
历史新高。其中，己内酰胺、双氧水、合成
橡胶增产11.3万吨，产量刷新历史纪录。
公司考核的139项能耗物耗指标中，有
52项创历史最优， 累计节能降耗价值
5500万元。

在积极争取原油加工计划、 全方位

筹措资源的同时， 巴陵石化加强全程管
控，降低原油采购成本；争取大矿煤炭资
源，抓好长期合约采购，在确保原料煤、
动力煤优质供应的同时，降本1900多万
元；拓展供应渠道，坚持“一品一策”抓优
化，强化入厂质量检验，在部分大宗化工
原料供应异常期实现稳定保供， 降低采
购成本。

该公司注重从老客户中挖潜力，
从新客户中争订单，从潜在市场找需
求， 在激烈竞争中实现全产全销，其
中环氧树脂销量超过9万吨， 热塑橡
胶SEBS月销量突破6000吨， 开发新
产 品 新 牌 号 17个 ， 出 口 产 品 增 长
34%。

巴陵石化经济效益迈上新台阶
2018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实现税费29.8亿元

永州市1.4万多
农村危房户喜迁新居

超额完成省里下达的任务

写春联 送祝福
1月25日，衡阳市税务局开展“您为国纳税，我为您送福”活动，邀请书法家来到雁峰区税务局办税大厅，为前来办税的市民书

写福字、春联，送上春节的祝福。 欧阳郁婕 郑潮平 摄影报道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2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514822
0 1030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05
1332
11524

6
38
293

1419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21551
121131

574
3175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月25日 第2019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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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2405 08 12 16 17 27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月 25日

第 2019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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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1040 648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91 173 257943

2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