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通讯员 曾献
忠 余燕飞）日前，汉寿县发改局工会主
席王某因对违规报销差旅费把关不严，
被单位党组书记约谈。

据了解，针对少数党委（党组）存在
对干部监督不经常、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不主动的问题，今年来，汉寿
县纪委监委切实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督促各党委（党组）主动扛起主
体责任，对存在轻微违纪违规问题的党
员干部进行组织处理。 突出关口前移、
抓早抓小，督导各党委（党组）综合运用
好“两同时”谈心谈话、约谈、函询、批
评教育、诫勉谈话等手段，对轻微违纪
违规干部开展警示教育，把违纪问题解
决在苗头初露之时。同时，把党委（党

组） 和党员领导干部执行民主生活会、组
织生活会、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等制度， 纳入领导班子工作实绩考核，
推动各党委（党组）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学
习教育和日常监督管理， 让咬耳扯袖、红
脸出汗成为常态。截至目前，该县各党委
（党组）已对10余名干部进行约谈、提醒
谈话。

“各党委（党组）主动对党员干部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教育，是用实际行
动推动从严治党落细落实的体现。”汉寿县
纪委监委负责人说。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马永忠 彭绍峰

5月25日下午3时，武冈市司马冲镇
杨梅村， 一场巾帼扶贫车间岗前培训正
在举行，“全国自强模范” 肖跃莲教参训
人员做手工编织。

这是肖跃莲在邵阳市设立的第5个
扶贫车间， 到车间工作的农村留守妇女
每月能收入2500元左右。

2014年， 邵阳市有8个县列为武陵山
片区脱贫攻坚重点县， 有贫困村1074个、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22083户1149213人，
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分别约占全省
六分之一，脱贫工作压力巨大。近4年来，
该市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推行劳务经纪人
制度、 推动扶贫车间进村，“三驾马车”齐
驱，促进农民脱贫增收。截至去年底，该市
累计减贫98.31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
16.58%下降到2.44%，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由7786元增加到11857元， 年均增长
11.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去年，该市新
邵、绥宁、武冈等3个县市脱贫摘帽；今年
计划再减贫12.77万人，新宁、洞口、城步、
隆回、邵阳等5个贫困县将全部摘帽。

特色产业激活农村经济

5月26日清晨，新宁县清江桥乡清

江桥村果农夏登明一家三口来到脐橙
园，为脐橙施肥保果。今年脐橙挂果不
错，丰收有望。

夏登明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他与
妻子都已60多岁， 一个儿子语言残疾
未婚。为实现主动脱贫，夏登明将家中
旱土荒山全部种上优质脐橙。去年，他
家脐橙丰收，收入5万余元，实现脱贫。

脐橙是新宁县颇具特色的优势农
业产业，全县脐橙种植总面积46万亩，
年产量41万吨、净产值22亿元，40余万
人受益，近3年带动4.92万贫困人口稳
定脱贫。“吃脐橙饭”“穿脐橙衣”“住脐
橙房”“上脐橙学” 成为新宁产业脱贫
的生动写照。

邵阳市有很好的特色产业基础，
邵阳油茶、隆回金银花、新宁脐橙、洞
口雪峰蜜橘等都是“国字号”品牌。市
委、市政府积极筹划，通过打造“一县
一特、一县一品”，将特色产业与生态
旅游相结合，成效显著。目前，该市发
展重点扶贫产业项目54个， 建成特色
农业生产基地746万亩，成立专业合作
组织1581家， 带动75.4万贫困人口增
收。

劳务经纪人促进“就业脱贫”

产业发展， 带动了一部分贫困户

脱贫， 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山区群众难以
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就业脱贫” 显得
十分重要。

5月26日，记者来到绥宁县鹅公岭侗
族苗族自治乡鹅公村， 这里地处大山深
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出外务工困难。
2017年9月，绥宁县在邵阳率先推行劳务
经纪人制度， 解决就业脱贫“最后一公
里”问题。

鹅公村村民廖小林是绥宁最早的劳
务经纪人之一。她告诉记者，自己是村民
小组长，闲不住，当上劳务经纪人后，一
户户上门，宣讲政策、联系就业岗位，目
前她已介绍近80人就业。 刘小妹是村里
贫困户，双脚残疾，丈夫身体不好。廖小
林多次上门，帮她联系工作岗位，最终介
绍她到乡里扶贫车间上班， 每月有1500
元收入； 介绍她丈夫到一家竹木加工厂
上班，每月有3000元以上收入。

绥宁县推行的劳务经纪人制度引发
强烈反响。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社扶
贫典型案例研讨会上，被评为“人社领域
精准扶贫典型案例”。邵阳市将这一模式
在全市推广。一些地方加以创新，如新邵
县探索推行“政府+劳务公司+劳务经纪
人+劳动者”模式，让劳务经纪人走市场
化道路。目前，邵阳市已建立一支3000余
人的劳务经纪人队伍， 通过劳务经纪人
推荐就业达1万人以上。

扶贫车间释放“留守活力”

去年来，面对贫困人口多、分布广、留
守问题严重等复杂情况， 邵阳市还打造以
扶贫车间为载体的就业扶贫模式，“征询到
户、预招到岗”，积极促进就地就近转移就
业。

5月25日， 在新邵县龙溪铺镇大竹村
国辉箱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200余名工
人在抓紧生产，其中60余人为当地贫困村
民。公司负责人李国平告诉记者，自己是本
地人，以前在广东办厂，每年回乡，看到乡
亲们依旧贫困，青壮年外出打工，妇女、老
人留守村里没事做， 打牌、 玩游戏之风盛
行，就想着回乡创办扶贫车间，让留守村里
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

据统计， 邵阳市已累计建设扶贫车间
167个， 提供就业岗位12635个， 已安排
9366人就业， 其中贫困劳动力2157人。扶
贫车间以鞋类、服装、电子、皮革等劳动密
集型产业为主， 全市167个扶贫车间已累
计发放劳动者工资1.59亿元， 其中为贫困
劳动力发放工资3486万元，减贫增收效果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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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4年减贫98.31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3%———

邵阳“三驾马车”促脱贫增收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周俊 见
习记者 邹娜妮）5月25日， 娄底市公安机
关组织民警对各辖区开展“反电诈”回访
活动，进一步扫清“漏网之鱼”。今年，通过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娄底共侦破电信诈
骗案件619起，刑事拘留338人，摧毁电诈
团伙42个，追回电信诈骗逃犯478人。

今年来，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
诈骗犯罪问题，娄底结合“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以“起跑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开
战”的强烈紧迫感，形成“反电诈”凌厉攻
势。从今年1月17日开始，娄底在全市开
展为期2年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专项斗争。 同时， 集中100天时
间，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了以“大动员、大
排查、大教育、大宣传、大整治、大保障”
为主要内容的打击治理电诈犯罪百日攻
坚专项行动。成功侦破“11·01”“03·07”
等5起特大电信诈骗团伙案件；“04·02”
专案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反诈案例，得
到了国务院联席办督导组、 中央扫黑除
恶湖南督导组的充分肯定。

为破获“03·07” 特大网络诈骗专
案，娄底公安在省公安厅的统一组织下，
派出刑侦反诈精干力量，与长沙、益阳、
岳阳、湖北宜都、广东深圳等5个战区7个
抓捕小组共同出击，历经1个月的缜密侦
查， 排查并抓捕了以湖南益阳籍犯罪嫌
疑人颜某、易某为首的利用外汇、虚拟货
币虚假APP引诱受害人投资实施诈骗的
特大犯罪团伙，梳理出以“人人国际”投
资诈骗平台为主，下级代理为辅，贩卖公
民个人信息、 为诈骗资金洗钱等上下游
关联犯罪团伙。该案窝点范围遍布4个省
7个地市，涉案人员达50余人。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龙慧）今日，怀化市鹤城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工作人员
再次来到区农业农村局，检查纪律处分执行情况。通过查
阅账目，确认该局追回了杨某多领的绩效奖。

去年2月， 杨某因违反法规受到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根据规定， 他不应领取2018年度全额年终绩效考核奖。
但在5月初的检查中， 鹤城区纪委监委发现对杨某的处
分未执行到位，责成区农业农村局迅速整改。

为规范党纪政务处分决定执行，从去年底开始，怀化市
纪委监委组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处分决定执行情况进行全
面检查和“回头看”。鹤城区纪委监委迅速行动，组织乡镇和
县直单位开展自查自纠。同时，启动纪律处分决定执行情况
专项督查。与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组成联合督查组，通过
调阅案卷、查阅资料、走访询问相关人员等，对全区办结案
件党纪政务处分执行情况逐案过筛。 针对纪律处分打“白
条”现象，区纪委监委责令有关乡镇和单位进行整改。对整
改不力、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

“我们通过严格纪律处分执行，告诫全区各级党员干
部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对在处分决定执行中‘搞变
通’‘打折扣’的严肃追责。”鹤城区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
到5月中旬，共发现并整改未执行到位处分决定54起，取
消违规评先评优3名，追缴多发补贴11.7万余元，约谈相
关单位负责人5名。

对“搞变通”“打折扣”者严肃追责
鹤城区兑现54起纪律处分“白条”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艾杰
颖杰）“这起案件对我触动很大，昔日同事如今身陷囹圄，
我将时刻提醒自己以此为鉴。”近日，岳阳县纪委监委对
该县公安局原正科级干部胡亚文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开展
“一案四纠”警示教育活动，县公安局干警黄慧深感慨道。

据悉，胡亚文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违规出入境；严重违
反廉洁纪律，收受红包礼金；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构成
受贿罪、诈骗罪……他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

为了做好执纪审查“后半篇文章”，今年来，岳阳市纪委
监委对2018年查处的10起典型违纪违法案件探索开展“一
案四纠”警示教育活动：以案纠错，到案发单位召开警示教育
大会，发出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引导干部纠正错误、放
下包袱；以案纠责，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纠正“两个责任”缺
失的问题；以案纠风，组织开展一至两项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以案纠章，责成案发单位对相关规章制度全面完善。

4月28日， 平江县纪委监委在县人社局启动全市第
一场“一案四纠”警示教育活动。在强力震慑下，46名基层
医疗机构负责人主动到县纪委监委投案自首并退还赃
款。县纪委监委向县人社局、县卫计局发出监察建议书，
要求加强权力监管，严格规范药品招标采购。两个单位迅
速整改，推进阳光采购,目前，平江县药品、医疗高值耗材
价格普遍下降20%，并实现了药价公开、阳光收费。

对每一件典型案件实施“一案四纠”
岳阳做好执纪审查“后半篇文章”

娄底“百日攻坚”
战势凌厉
摧毁电诈团伙42个，

追回电信诈骗逃犯478人
5月27日， 长沙月亮岛入

岛广场主体工程已完工，呈现
一派郁郁葱葱的怡人景象。该
广场位于月亮岛内普瑞大道
岛桥东头，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7万平方米， 于去年7月动工，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园区景观
绿化工程、 公园小品设施工
程、景观照明工程等。目前已
进入扫尾施工及游乐设施安
装阶段，预计年底全面建成。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汉寿推动党委扛起主体责任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通讯员 熊
伟 王梓 记者 肖洋桂）“六一”儿童节快
到了， 临澧县停弦渡镇章祖贵老人念着
贫困户朱宗民一家，5月27日一大早，便
给镇纪委书记彭友平打电话， 相约去朱
家看看。

章祖贵今年73岁， 是设在停弦渡镇
的临澧恒章瓷厂责任有限公司的创办
人，现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朱宗民是停弦
渡镇童州村村民，一家六口，原本生活还
过得去，但在2014年，朱宗民的儿子患
上尿毒症，一家人陷入困境。镇扶贫办发

出倡议“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并由镇纪委
全程参与朱宗民家的帮扶专项资金使用监
督工作。章祖贵闻讯，给朱家送去12万元，
还安排朱家2人到其公司工作。此后，章朱
两家常来常往，比亲人还亲。

据了解，章祖贵不但帮扶朱宗民一家，
对镇里其他贫困户也常出手相助， 公司用
工优先招聘贫困户。目前，停弦渡镇有33名
贫困群众在章祖贵的公司就业。

7旬老人心系贫困户

生态广场
美丽初现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119046
0 1065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0
815
7438

7
25
168

1390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856
75456

359
194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5月27日 第2019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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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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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27日

第 2019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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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 1040 1442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3865 173 668645

2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