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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朱孝荣） 资兴网友李菊秀近日在网上反映，
自己被当地派出所注销了户口， 给生活造成极
大困扰。资兴市委宣传部发现她的诉求后,及时
转达给公安部门。经核实，原来是该社区另一名
叫李菊秀的女子死亡， 工作人员注销户口时出
现失误。第4个工作日，该市公安部门就帮李菊
秀妥善解决了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群众反映诉求也有
了全新的平台。近年来，该市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积极践行网上群众路线，认真倾听网
络呼声，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解决民生问题。“畅
通群众网络问政渠道，做好网民留言办理，切实
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既是当前做好网

上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提高各级干部新形
势下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内在要求。” 资兴市委
书记黄峥嵘说，市里对网络诉求不回避、不遮丑、
不护短，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该市修订下发网络舆情监控处置办法等系
列文件，明确网络诉求搜集、信息报送、处理答
复、督查督办等工作流程，建立网上留言定时阅
看、分类办理、集中反馈机制和限时办结、台账
登记、逐级反馈、督查通报等制度，推动网络诉
求办理工作规范、高效、有序运行。

安排专人对全网、全平台进行24小时监测，
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网络诉求， 并制作成简报审
核后交办至涉事单位，要求立即调查妥处，并于
5个工作日内进行回复、处理。

该市还创新建立网络诉求周报、月报制度，
将每周、每月的网络诉求进行汇总，分析、研判
后，呈送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市领导根据
情况对周报、月报及时做出批示，督促办理。对
问题处理不及时、落实不到位的单位严肃问责，
让网民诉求处理得到保证。去年以来，该市通过
各种渠道收集各类网民反映问题和意见623件，
办结623件，回复及办结率达100%。

�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刘跃兵）3月
中旬， 新田县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团长黄小
波等，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群众在长期阴
雨天气下搞好春耕生产。 在新田县科技扶贫
专家服务团的助力下， 新田县去年脱贫5299
户20286人，61个贫困村出列， 贫困发生率降
低到0.95%。

2018年2月，该县从省派科技特派员、省派
“三区”科技人才、县派科技特派员中选聘42人，
组成新田县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 采取一人服
务多村的方式，全面覆盖该县103个贫困村。一
年多来，服务团开办“新田科技大讲堂” 13期，

开展各类科技下乡活动10次，累计培训7000余
人次，培育农民技术骨干1200余人。引导古牛
岗村等5个村贫困户利用红薯、高粱等资源发展
地方特色酒产业脱贫。帮助2470户贫困户与对
口企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脱贫出列、增收
致富。

该服务团积极创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针
对新田县土壤富含硒、水富含锶元素的特点，组
建全省首个富硒杂粮产业促进会、 全省唯一的
硒锶技术研究院， 还打造集科技示范、 技术集
成、 成果转化、 创业孵化等于一体的“星创天
地”、农业科技园等服务平台。同时,联合科研机

构、企业开展陶岭三味辣椒提纯复壮技术、中药
材颠茄优化选种等一批技术攻关； 大力实施高
产优质紫薯栽培技术、 有机生态水稻种植等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 帮助恒丰公司等粮油企业与
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对接， 实现产品提
质。目前，新田大豆荣获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金奖， 陶岭三味辣椒在第五届国际硒博会上获
得“中国名优硒产品奖”。

服务团还帮助当地企业开展企业专利质押
融资，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他
们的帮助下，该县和祥润新材料、龙昶机械等企
业分别获得信贷支持。

�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严洁） 受益于县政府贴息贷款、
技术培训等惠民政策支持， 东安返乡青
年唐红梅在短短两年里， 将创办的汽车
养护中心从3个门面扩大到10个门面。
目前，在创新创业政策红利助力下，越来
越多的东安青年在家门口圆了创业梦。

为激发大众创新创业热情， 东安县
积极搭建创业服务平台， 建立县级创业
服务指导中心、创业指导专家服务团、创
业项目库和创业孵化基地， 及时掌握创
业市场供需信息， 促进创业服务资源高
效流通和优化配置。 营造良好创新创业
环境，全面推行“网上办、马上办、就近
办、一次办”，梳理并实施77项“最多跑一
次”事项清单、3416项“互联网+政务服
务”事项。该县将SIYB系列培训引入大
学生、返乡创业人员、残疾劳动者和贫困
劳动力等创业群体，传授养殖、种植、微

旅游等实用技能，并加大贴息贷款力度，
有力提升创业者的创新创业成功率。

政策接地气，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该
县先后创建白牙市工业园、温州商贸城、
步步高商业广场、 端桥铺放心蛋鸡养殖
协会和东山步行街5家创业孵化基地，入
驻个体工商户和企业328家，孵化成功迁
出117家，带动就业1990人。开展创业培
训816人，发放创业贷款6780万元，成功
创业678人。

前不久，从2018年度湖南省创新创
业带动就业示范典型评选活动中传来喜
讯： 东安县青年创新创业产业孵化园荣
获湖南省“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基
地”，紫溪市镇和荷叶塘村分获全省“创
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乡镇”和“创新创业
带动就业示范村”，金易德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获全省“创新创业带动就业优质初
创企业”。

�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通讯员 唐文
利 曹爱群 李华 记者 颜石敦）“原先办
理护士执业注册、变更、延续需要7个工
作日，‘一次办结’改革后只需10来分钟，
为这样的改革叫好。”3月中旬，郴州市北
湖区一民营医院负责人将“忠于职守，高
效务实”锦旗，送至区政务服务中心卫计
局审批窗口工作人员手中。

2017年，北湖区按照“一次办结是
原则、多次办理是例外”的要求，将398项
政务服务事项列入改革范围，348项事
项纳入“一次办结”改革。通过减事项、减
层级、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进一步优
化办理流程，减少以审批、备案、证明等
形式存在的前置环节。办理时限3个工作
日内的事项压缩为即办件，7个工作日内
的压缩到1个工作日内办结。全区累计减

少办事环节125个，取消无谓证明93项，
办事材料减少 37% ， 办结时限压缩
73.6%。

北湖区还将投资项目审批、 商事登
记、不动产交易登记、社会保障、公积金
办理等列入重点改革事项， 大力推行网
上办理。该区燕泉街道把民政、卫计、劳
动保障等51个服务事项和26项业务事
项，纳入“智慧燕泉”政务服务平台APP，
辖区居民足不出户就可办理事务。 区政
务服务中心工商窗口， 在全市率先推行
电子营业执照发放、管理，实现登记注册
“零纸张”“零跑路”。

“一次办结”改革惠及于民，提升了
群众满意度。去年，北湖区网上政务服务
平台办理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事项40
多万件，办结率达99%，满意率100%。

�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和平 邵柳）“集镇上的网线、电
线等蜘蛛网线要全部入地”“沿街商户的
各类广告标牌要规范统一” ……3月20
日，在湘阴县东塘镇开展的“党代表助力
乡村振兴” 现场调研暨询问会活动中，
20余名党代表踊跃发表意见，并主动要
求参与各项工作。据介绍,在湘阴县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及春耕生产一线， 活跃着
千余名各级党代表，为种养大户、困难群
众提供对口服务，带头参与深化农村“空
心房”整治、村庄清洁集中攻坚行动，助
推全县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后， 湘阴县把有专业特长和优势的党代
表编入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经济环境、全
域环境整治、基层党建、移风易俗五大专

业服务团，组团下乡，开展扶贫攻坚、清
洁家园、送技能送信息等服务，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 并让群众在家门口提升生产
生活技能。 党代表徐育云引进长沙徐记
海鲜， 在东塘镇坝桥村建立了徐记海鲜
蔬菜基地，带动农户参与种植优质水稻、
蔬菜，形成“党小组+合作社+产业发
展+农户”的新模式，形成了党员发挥作
用、基地与产业同发展、农户增产增收的
多赢局面。 受益农户郭四华说：“家门口
就业， 不但每个月能领3000多元工资，
还能照顾家里。”

湘阴县还以党代表工作室为重点，
开展“党代表助力乡村振兴”主题服务活
动。各级党代表深入到乡镇村组、种植基
地、 项目一线开展服务700余次， 带动
8000多户农户调整产业结构。

� � �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见习记者 成
俊峰 通讯员 夏建军 符新义）3月21日
上午，衡山县举行中国·衡山2019（第六
届）乡村生态旅游节暨中国虎山项目奠
基开幕式，上万名游客集聚萱洲镇赏油
菜花、观徒步越野、尝衡山特产、品文化
大餐，共同见证中国虎山项目奠基。

据悉， 中国虎山衡山福地项目是
衡阳市和衡山县确定的重点项目，规
划面积14.5平方公里，预算总投资超过
30亿元。该项目以创建国家5A旅游景

区、 国家级世界珍稀动植物种源基地
为目标， 将着力打造虎文化全系旅游
目的地。 该项目第一期核心规划区计
划2020年开园，预计投放100至300头
老虎，建设有亲子游乐园、百虎峡、福
虎文化区三大功能片区， 项目建成后
每年将助力当地旅游收入增加10亿元
以上。

“虎山项目的奠基，标志衡山旅游
发展步入全面发力、 纵深推进快车
道。”衡山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县里依托环抱名山等独特优势，借
力借势新一轮旅游发展机遇， 积极融
入大南岳衡山旅游经济圈， 先后创建
西游洞天、 唐群英故居等一批国家3A
景区，建设双全皇茶、紫冠农业、锦盈
生态等一批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基
地，并引入虎山福地、华夏湘江、仙逸
人间、西游洞天、紫盖峰、农耕文化科
技园等一大批重点旅游项目落户，县
内红色旅游景区也被纳入省精品红色
旅游线路，旅游富民之路越走越宽。

蓝山旅游扶贫别样红
云冰山旅游景区项目引领茶源坪村脱贫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何明

贵）3月20日上午，海拔1200多米的云冰山上，蓝山县浆洞瑶族
乡茶源坪村村民盘尾超和村民正忙着栽植杜鹃花。“一年有一半
的日子呆在山上务工，年收入有2万多元。”天气虽冷，去年成功
脱贫的盘尾超却干劲十足。

云冰山一带属于高寒山区，茶源坪村就在云冰山脚下，缺乏
致富门路的乡亲们以前一直过着穷日子。近年来，蓝山县针对边
远山区实际情况，着力将良好的生态资源转换成旅游资源，走生
态富民之路。该县通过招商引资，引进香港新井集团开发云冰山，
2017年，总投资11亿元的云冰山项目动工。盘尾超等60多名贫困
群众在景区务工，吃上了旅游饭。

面对纷至沓来的游客， 村民们抓住机遇发展民宿旅游和农
家乐。村民们修道路、开鱼塘，迎接四方游客。由云冰山旅游景区
和浆洞瑶族乡共同开发的茶源坪村瑶寨民宿项目已经启动，首
期将建设民宿40栋。

在云冰山旅游景区带动下，茶源坪村2018年底整村脱贫出
列。目前景区已启动二期项目建设，并制定旅游扶贫路线图，引
导游客开展体验式民宿旅游。同时在景区建设土特产销售中心，
由贫困群众独立经营，将旅游扶贫进行到底。

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着落

网络诉求回复处置率100%
“网上办、马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东安众多青年家门口圆创业梦

减少办事环节125个 办结时限压缩73.6%

北湖区“一次办结”便民利民

湘阴千余名党代表助力乡村振兴

科技专家团助力扶贫攻坚
全面覆盖该县103个贫困村

“大棚房”
清理整治
3月19日， 醴陵市泗汾

镇，施工队对“大棚房”进行
清理整治。去年起，该市陆
续对20宗“大棚房”进行清
理整治。 目前， 完成拆除9
宗、复耕3宗，拆违复耕工作
还在继续推进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何俊明 摄影报道

中国虎山项目在衡山奠基
打造虎文化全系旅游目的地，预算总投资超30亿元

资兴

新田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21日

第 2019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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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1040 366080

组选三 629 346 217634
组选六 0 173 0

3 0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3月21日 第2019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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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30893281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22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788636
4 12462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51
52822

1080804
7020433

34
1981
41702
255469

3000
200
10
5

0408 13 28 3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