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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屈泽清）3月6日，张家界市武陵源
区军地坪街道宝峰路社区网格员毛俊杰通
过河道监控摄像头发现， 宝峰河道中有人
正准备倾倒生活垃圾。接到通知后，社区工
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制止， 整个过程不到
5分钟。如此快速的反应，得益于武陵源区
“网格化+雪亮工程”的大力推进。如今，在
武陵源区，到处都有一双双雪亮的“眼睛”，
守护着游客和百姓的平安。

2018年，武陵源区以网格化管理为基
础， 以视频监控资源联网共享为依托，将
“雪亮工程”与网格化管理深度融合，把治
安防控措施进一步延伸到群众身边， 打通
平安武陵源建设的“最后一公里”。该区投
入700万元，建成区网格化指挥中心，按城
区、景区、农村三大板块划分一级网格68
个，配备专职网格员86名、兼职网格员275
名，实现“区域网格全覆盖、事件处理无死
角”。目前，已帮助群众办理实事529件，为

居民代办事项1667件次，排查调处矛盾纠
纷112件次，实现了政务咨询信息化、服务
群众便捷化的工作目标。

同时，扩大“雪亮工程”的覆盖范围，
在全区乡镇（街道）、村（社区）推行“雪亮
乡村”标准化建设，建成乡镇(街道)平台6
个、村（社区）级平台33个，安装摄像头
809个，接入原有摄像头234个，监控有效
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加强视频监控联
网应用，整合景区、城区视频监控信号资

源679路。推行“一键式音频紧急救助报
警系统”，建成113个音频报警点，景区、
学校、 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安全风险得到
有效防控。

武陵源区委政法委主要负责人介绍，
推进“网格化＋雪亮工程”建设，进一步改
善了社会治安环境， 提升了群众和游客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据统计，2018年，全区刑
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发案率同比分别下降
32％和50.9％。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通讯员 阮涛
黄乐军 记者 颜石敦）3月上旬， 郴州市北
湖区委组织部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去年，该
区91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超1300万元。其
中，80个非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达15
万余元，11个建档立卡贫困村集体经济收
入均超过5万元，全部超过脱贫标准，退出
贫困序列。

近年来， 北湖区大力发展村集体经
济，用好用活集体资产和土地资源，发展

特色产业，增强村党组织自身造血功能，
提高带富能力。 该区因地制宜， 采取购
买、包装、开发、租赁村集体固定资产等
方式，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燕泉街道三
里田村地处中心城区， 由于城市建设需
要，村集体土地全部被国家征购。但村里
利用地域优势，积极盘活集体资产，充分
发挥安置用地潜力， 与天润置业有限公
司、中国500强企业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
等，合作开发商业广场，每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超过200万元。
同时，北湖区探索推行“党组织+合作

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由村党组织牵
头建立股份制合作社， 通过为合作社提供
政策扶持、 基础设施建设、 土地流转等服
务，村集体占一定股份，确保村集体经济稳
步增收。去年，该区建立股份制合作社9个，
发展藏香猪、海狸鼠、梅花鹿、优质稻、禾花
鱼、高山反季节香菇等特色产业，帮助村集
体增收160余万元，比上年增长150%。石盖

塘街道竹枧水村，交通不便，此前村集体经
济非常薄弱。 该村党支部组织党员群众召
开“诸葛亮会”，流转、整合土地60余亩，发
展优质稻、禾花鱼综合种养，使村集体经济
每年增收6万余元。

武陵源区推进“网格化+雪亮工程”防控安全风险

编织守护百姓安全网

村集体经济“高歌猛进”
北湖区去年91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超1300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杰

阳春三月，正是春耕生产好时节，也
是胡景明格外忙碌的时候。3月10日一
大早，他又出门了，去邻村给乡亲们免费
安装、 培训使用自己发明创造的自动水
平仪，以便让更多的农户用上这项技术，
提高春耕生产效率。

今年43岁的胡景明是常德澧县澧
南镇高堰村种植大户，也是一名拥有3项
国家专利的发明达人。 他发明的自动水
平仪，最受农民朋友喜爱。安装了该水平
仪的旋耕机，耕地的时候，无论农田底泥
层是否平整，都能实现平整翻耕。

当天上午， 记者来到澧南镇天子山
居委会，只见田间地头，农民们正忙着翻
地松土、整修沟渠，一台台农机在田间地
头纵横驰骋，好一派繁忙景象。其中有一
块面积1亩多的农田，尤为热闹。田埂上
站满了围观的群众， 农田里胡景明正手
把手教村民易法进操作农机。不到10分
钟， 装有水平仪的旋耕机将这块农田全
部耕完，并且翻耕得十分平整。

“这设备好使， 不用反复在地里翻
耕，一天可耕50亩，比一般的农机效率
提高了近一半。”易法进说，以前稻田没
翻耕平整，播种的时候，会出现谷种被晒
或被淹的情况，影响收成。去年，他请胡
景明在传统农机上安装了水平仪后，田
地翻耕平整多了，但他年岁大，过了一个
冬天便忘记了如何操作。

见现场不少农户感兴趣， 胡景明一
边教操作，一边介绍原理。他说，水平仪
由传感器、液压油缸、控制器3大部分组
成， 传感器适时将地势情况传递给控制
器， 然后， 由控制器向液压油缸发出指
令，进而调节旋耕高低程度，实现泥土平
整翻耕。

胡景明说，近年来，他每年都种了千
余亩稻田，全靠农机耕地、播种、收割。唯
独耕地最让他揪心，因为，耕地的时候，
旋耕机只会跟着拖拉机“走”。拖拉机轮
胎如何行驶， 跟在后头的旋耕机就如何
耕耘。对于泥底层不平的农田，即使反复
翻耕， 将泥底层破坏， 凹的地方越耕越
深，凸的地方始终没有耕到，田埂边上尤

为明显。作为一个农机老手，胡景明认为
一块地都耕不好，常常郁闷不已。

2009年的春季，胡景明看到有人使
用插秧机才有所悟。胡景明说，插秧机不
管地势如何， 总能将秧苗完好地插入泥
中。 一打听， 原来是插秧机上装了水平
仪。然而，这仪器是电子集成，强度不适
合大马力的农机。

于是， 胡景明根据插秧机上水平仪
的原理，分解、分步实施。先是安装液压
油缸，手动控制旋耕机的高低，然后，借
鉴应用于建筑业、工业上的相关零部件，
反复试验， 终于在2016年实现了自动
化，并于2018年8月，获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从此，胡景明名声大噪。十里八乡的
农机手慕名而来，附近的临澧县、溆浦县
以及湖北省公安县农民也前往取经。零
部件由农户自己网上选购， 胡景明免费
安装、免费培训技能。目前，已免费安装
的近百台农机均已用于农业生产。

胡景明说：“我是个农民， 无意中弄
出了小发明，只要能帮到大家就行。”

小发明成为农民好帮手

长沙首个区县物流与
口岸服务中心成立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张颐佳)作为全省开

放型经济的桥头堡， 开福区率先为外向型经济发展
设贴身“保姆”。昨天，新组建的开福区物流与口岸服
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这也是长沙首个区县物流与
口岸服务中心。

作为湖南唯一集铁路、水运、公路口岸为一体
的区域，开福区物流与口岸资源丰富，目前已拥有
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霞凝水运口岸、霞凝铁路
口岸、 长沙金霞跨境电商监管中心等口岸平台。
2018年，金霞口岸区域实现进出口物流总值62.67
亿美元，征收税款34.41亿元人民币。湘欧班列运
营4年来，累计开行11条线路，综合运营能力跻身
全国中欧班列五强。

开福区物流与口岸服务中心将整合物流、 口岸
管理职责， 在省市口岸部门的指导下， 积极协调港
口、铁路、海关等部门，实现通道变平台、平台促产
业，更好地服务于开放型经济发展。

“泉湖二月八”：
传承600年的
农耕文化盛宴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
金山 阳新）“蓑衣被人穿，长凳被人扛，撮箕被人用，
笸箩被人挎，犁弯被人笑……”3月14日，“笑满三湘”
湖南省文艺志愿者走进衡南县“泉湖二月八”农耕文
化节惠民演出暨“文明衡南·让爱飞翔———衡阳群众
在行动”志愿者服务活动，在泉湖镇开幕。据悉，今年
的“泉湖二月八”农耕文化节将持续3天。

庙会赶集、花海赏花、国学讲座、农家体验、文艺
演出……为进一步传承乡土文化， 今年的农耕文化
节设置了更多文化传承活动。 曲艺节目《美丽大中
国》、常德丝弦《家的味道》、相声《幸福来敲门》等表
演，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中国成语大会年度总冠
军、 泉湖本土国学才子彭敏与衡阳市船山实验中学
学生带来声情并茂的诗歌吟诵《飞花令》，让在场观
众领略到诗歌的魅力。

据传，元末明初，衡阳连年干旱，民不聊生。天上
神仙寿佛爷经过此地，心生怜悯，伸出爱民之手，于
泉湖施法降雨、普救众生。衡阳百姓为了感恩，修筑
寿佛爷庙， 在寿佛爷生日这天， 也就是农历二月初
八，拜谢寿佛爷，并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至今传
承600年的“泉湖二月八”民俗文化品牌，现已被列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芦淞区处置违反城市管理
条例行为出“新招”

微信朋友圈集赞
可免处罚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周洲）
朋友圈集赞，大家不陌生。不过，用求赞的方式，来让
自己在违反城管条例时免于处罚， 听起来还是头一
次。记者日前从株洲市芦淞区城管局获悉，该局试行

“微信朋友圈集赞免处罚”方式，对部分首次违反《株
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的行为予以处置，迅速成为
市民热议的焦点。

芦淞区城管大队负责人介绍，此次推出“微信
朋友圈集赞免处罚” 的活动， 是该局进一步践行
《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推出的“新招”：对违
反《条例》中的相关违法行为，情节轻微并能及时
改正的，当事人在参与集赞活动后，视情节可减轻
或免于行政处罚。举办该活动，旨在践行《条例》的
同时， 让市民更切身体会到条例与自己日常生活
的息息相关，既是对当事人的警示，也是一种宣传
教育的手段。

据悉，该活动将延续到本月底结束。此外，针对
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程度的违法行为当事人， 芦淞
城管大队还设置了各种参与方式： 年轻人可选择通
过朋友圈集赞的方式自我曝光。年纪较大的、不用微
信的人就通过当众宣读《条例》接受教育。一些老人
不识字则可观看条例宣传图册。

干部群众“同群”
线上线下互动
双牌县五里牌镇“微信

群工部”获点赞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欧阳璇 崔晓云）13日， 双牌县五里牌镇五
里牌村一微信名为“努力拼搏2019”的村民在
村微信群发消息：“空调能用了， 谢谢！”3月10
日21时19分，“努力拼搏2019” 在微信群反映：
电压不稳，空调用不了。21时25分，驻村干部彭
翔回复：明天我联系供电所。目前，该村电压已
经恢复正常。

五里牌镇党委、政府引导全镇所有村由村干
部牵头，邀请群众参加，全部建立村级微信群。镇
党委书记、镇长、纪委书记、联村干部、驻村干部
都加入各村微信群，及时听呼声、解难题，并将办
理情况在微信群公布，还公开村务等有关事项。

如今，五里牌镇各村级微信群已成为当地
群众反映诉求、监督村务，镇里倾听群众意见、
解决群众诉求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微信群
工部”，实现群众反映问题不再来回奔波，镇村
干部第一时间了解和处理问题，切实减负。

去年以来，该镇村级微信群反映各类问题
412件次，受理387件次，全部得到解决。

桃江：881栋“老”楼
配齐灭火器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通讯员 陈灿 记者
龚柏威)“楼道里装了灭火器， 我们居民心里都
踏实多了。”3月14日， 桃江县桃花江镇步行街
小区B2栋的罗大爷高兴地说。据了解，桃花江
镇政府为辖区内的881栋老旧居民楼、1752个
单元配备了3504个灭火器，为这些老旧居民楼
拧上了“安全阀”。

桃花江镇城区内老旧居民楼共有881栋，
大部分建于上世纪90年代，基础防火设施不完
善，存在着较大的消防安全隐患。桃江县消防
大队采取财政出资、 企业出资等多条途径，为
辖区内的881栋老旧居民楼、1752个单元配备
了3504个灭火器，确保发生火灾时，居民能够
第一时间使用灭火器自救。桃江县消防大队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组织宣传骨干对各小区楼
栋长进行业务培训， 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确保每位居民都会正确使用灭火器。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游泽松）3月14日， 在临湘市白
羊田、桃林、羊楼司、忠防、詹桥、五里等
乡镇（街道）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工地上，
一片繁忙的劳动景象， 一排排整齐的林
带苗木成为一道道绿色的风景线。

“当前， 正是栽植木荷树苗的好时

节，我镇将上足劳力抢栽补植树苗，确保
如期高质量完成森林防火带20余公里、
近10万株木荷苗木栽植和补植任务。”
桃林镇林业站站长李付安说。

生物防火林带工程建设是临湘市政府
的市级八大实事工程之一， 该工程自2014
年度正式启动，至2018年度结束。通过连续

5年建设，临湘市财政、林业部门和相关建
设单位累计投入2000多万元， 在市域内重
点林地省界、县市区界和重点乡界、园界交
界处建成生物防火林带近600公里，栽植木
荷苗木近300万株。整个工程建成后，可将
连片山林分块切割，形成“网格化”，防止火
烧连营及边界线越境火灾事故发生。

近3年，该县生物防火林带成功阻隔
各类边界森林火灾30多起，确保了市域
生态资源安全。

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
首站将在宁远举行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

员 单明海)3月14日，宁远县旅发委透露，2019
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首站将于4月12日至14
日在宁远县举行。这是该县第二次举办中国户
外健身休闲大会，打造全民参与的户外嘉年华
活动，助力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

据了解，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是国家体育
总局为大力发展体育旅游而提出的全国性体育
大会。去年5月5日，该县举办了首次中国户外健
身休闲大会， 吸引了全国15个省市的5000余名
户外运动爱好者参赛。今年的赛事在保留原有项
目的基础上，还将户外运动与宁远舜源峰、紫霞
岩、九嶷洞、永福寺、“江南第一村”下灌村等多个
著名景点串联起来， 增添户外运动的趣味性、娱
乐性、大众参与性，充分展现宁远独具特色的县
域文化、自然风光、民俗物产。

临湘：栽植600公里“防火墙”

智慧小区提高生活品质
3月14日， 长沙市芙蓉区天园小区， 带有显示屏的智能灯杆滚动播放小区的环境气象信息。 经过近两年的建设， 该小区已被

打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智慧小区， 花园内喷头自动浇灌花草， 灯杆上显示气象信息， 井盖偏移后自动报警， 无人机飞绕小区巡
检， 居民买菜可以直接在手机上下单等等， 智慧小区的建成， 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便捷和品质的提升。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14日

第 20190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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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1040 7228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98 173 155354

3 8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3月14日 第2019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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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30683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8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343406
1 30211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57
61274

1166185
9596595

41
2298
45241
389871

3000
200
10
5

1011 23 32 3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