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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曾翔 曾慧 侯忠仁）5月28日，在永兴
县柏林工业园区鹏琨环保项目现场， 新建
厂房林立， 几十名工人正在对厂房里外进
行装修。项目负责人段勇介绍，项目总投资
3亿余元，占地150亩，仅用一年时间已完
成了全部主体工程建设， 目前正在装修和
安装设备，1个月左右就可竣工试产， 预计
达产后年产值可达到7亿余元。

永兴县是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县、 国家
稀贵金属再生利用产业化基地、 国家城市

矿产示范基地等。近年来，该县围绕“千亿
产业、千亿园区”目标，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掀起一波波项目建设高潮。今年3月，该县
启动“园区项目建设百日攻坚战”，推进“产
业项目建设全面开工一批、竣工投产一批、
达产增效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实现平台能
力建设公共配套完工一批、 体制机制完善
一批、征拆安置完成一批、疑难问题处理一
批”“八个一批”落地落实，提速园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

该县“园区项目建设百日攻坚战”活动

共纳入企业（项目）36家。县里对纳入攻坚活
动的企业（项目），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
推进项目开工、竣工、投产或交付使用。同时,
为服务好各个项目早日“落地生根”，永兴优
化营商环境，开辟绿色通道，围绕项目建设
中涉及的政策落实、行政审批、要素保障等
问题，进行并联审批，全程代办，县内审批和
服务事项办理平均提速50%以上，今年来为
项目解决各类问题和困难100多件。

通过攻坚奋战，该县邦源环保、叶林环
保、晶讯三期等重点项目全面开工，雄风、众

德、贵研等骨干企业实现达产增效；柏林工
业园污水处理二厂等10多个项目提前1个月
完成半年进度。在园区项目建设的大力推进
下， 该县园区今年前4个月累计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58.6亿，同比增长19.3%；带动园区实
现技工贸总收入196.7亿元，同比增长9.6%。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李文峰
见习记者 张咪 通讯员 余进勇）“从生
活实践中提炼案例， 将法治核心理念和
重要概念与学生生活实践中能够接触的
事件相结合，与学生的理解能力相适应，
教师教得可圈可点， 学生学得有滋有
味！” 日前，2019年全省小学思政课教师
立德树人教学风采竞赛在醴陵市实验小
学举行， 来自全省各市州的选手展示了

各自的思政“金课”，引起现场观摩的同
仁连连赞叹。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 省教育厅主办了这次教学风采竞
赛。竞赛分小学、初中、普通高中3个组
别， 以进一步调动我省广大思政课教师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新教育理
念，提升专业素养，增强课堂实效，发挥

思想政治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作用。
这次在醴陵举行的小学组竞赛，旨

在大力提升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教
学能力。竞赛中，16堂课扣紧学生小学阶
段“我的健康成长”等6大主题，一至三年
级用好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 四至五年
级倡导教学中设计与适合学生年龄特点
的法制教育内容，尤其是宪法教育内容，
侧重以基础性行为规则和法律常识为

主，突出法治意识与法治原则教育。
这次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的醴陵市实

验小学教师成婧，巧设“对话‘课外班’”
教学情景，将小学六年级学生“小升初”
阶段所遇到的“课外班”案例，化为思政
教学的实践课题，融思想性、知识性、趣
味性于一体，学生循事缘情求理，轻松愉
悦地体验了用法律法规武器解决“课外
班”问题。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戴鹏）为了将未成年人关
爱保护工作做到关爱常态化、服务规范化、队伍专业化，6
月1日，株洲市20多家未成年人联席保护单位，联合启动
了未成年人保护“三个1000”工程，向全社会招募1000名
爱心志愿者，集结1000个爱心单位（家庭），筹建1000个
儿童之家爱心书屋。

据介绍，株洲市实施“三个1000”工程，通过招募有
爱心、责任心并有一定服务技能的志愿者，协助职能部门
开展相关工作，能有效解决村（社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
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爱心单位（家庭）通过与
留守儿童的陪伴、互动交流，能够达到政府行政职能所不
能达到的效果，进一步提高困境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

目前，株洲全市1362个村（社区）儿童之家共需68.1
万册图书。在当前财政资金有限，无法完全满足需求的情
况下，该市通过实施“三个1000”工程，发动全市机关事
业单位、 社会团体及爱心人士对儿童之家爱心书屋进行
认捐，从而满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对“精神食粮”迫切需
求。

同时，该市以实施“三个1000”工程为契机，在全市
大力营造关心、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良好氛围，努力
实现“阳光下没有孤独”的美好愿景。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王玖华

5月25日， 在双峰县排形种养
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罗育红看着刚
竣工的养鸡大棚， 欢悦之情溢于言
表：“这个用钢管架起的第一期养鸡
大棚，共有600多平方米，可存养1
万羽土鸡。”

眼前的罗育红腰杆笔直， 眉目
有神。1994年参军入伍，3年军旅生
涯培养了他做事果敢的军人气概。
退伍后， 罗育红离开家乡双峰县石
牛乡桥亭村，去广州闯荡，打过工、
做过基建、 开过网吧，“在外头吃了
苦，挣了钱，但还是想回家。”

2016年，漂泊近20年后，罗育红
决定回到故土，家乡人用最热烈的拥
抱迎接了他。乡政府和村干部将他作

为致富能人重点培养，这与他带领乡亲
创业的想法一拍即合。经过反复商讨调
研， 罗育红瞄准家乡闲置的土地资源，
创办双峰县排形种养专业合作社，种起
水稻、油菜花、辣椒，同时规划了一片经
果林和十几口养鱼的水塘，从“打工仔”
摇身一变成为“土老板”。

农产品种植也需要与时俱进。经
乡政府牵线搭桥，罗育红从福建、河南
等地引进猕猴桃、黄桃、脆枣、红心蜜
柚等12大品种建立果园。同时，找到省
农科院，引进了5个全免费的无公害优
质辣椒品种。种植基地里，聘请的10
余名工作人员全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罗育红的带领下， 合作社日渐
红火。除了百亩辣椒园，还有400多亩
水稻、150多亩油菜，果园基地已扩大
到160亩， 养鸡场和鱼塘也在进一步
加大规模。

合作社的产品从来不愁销路，罗育
红说：“纯天然土特产好吃又健康，县里
和乡里的领导都是我们的‘代言人’，也
是我们的‘推销员’。”合作社种植的红
辣椒不仅在当地受欢迎，而且打开了永
州、邵阳、娄底等地的销路。合作社去年
各项收入累计突破100万元。

今年， 罗育红有着自己的新计
划，他说：“这些年村里的许多良田都
变成了抛荒田， 我打算盘活那些土
地，开发稻田养鱼，还要把原有的经
果林、辣椒、水产做大做强，办成集休
闲、垂钓、采摘、游乐、美食于一体的
家庭式农庄。”

农旅结合走出致富新路子，罗育
红对未来信心满满。他开心地看着地
里的辣椒苗：“等到了7月份， 地上又
将长出红红的辣椒，好似这火红的日
子。”

永兴“八个一批”提速项目建设
前4个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8.6亿，同比增长19.3%

教得可圈可点 学得有滋有味

全省小学思政教师醴陵展风采

罗育红：“打工仔”变身“土老板”老百姓的故事

6月4日，资兴市小东江，江面水汽蒸腾，云雾缭绕，形成“雾漫小东江”奇观。近期，小东江进入最佳观雾期，游客日益
增多。小东江位于资兴市境内，全长约12公里，两岸层峦叠翠，生态优美。 朱孝荣 摄

小东江进入最佳观雾期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欧
阳璇 肖莉莉）“4.5公斤225元。”6月3日上午，永州市
体育中心前广场，“烟头垃圾不落地、文明永州更美
丽”有奖兑换活动正在进行，永州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忙着把市民手中的烟头按重量
兑换成现金。

据悉，为提升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推动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永州市从今年5月9日至12月31
日开展“烟头垃圾不落地、文明永州更美丽”活动，
凡在永州市中心城区主动捡拾烟头者，每月初可到
指定地点，按每公斤烟头兑换50元现金兑奖，但捡
拾的烟头不得掺杂水分和杂物， 不得从垃圾桶、灭
烟柱等翻拾，否则不予兑换，并取消今后兑换资格。
据统计，当天共兑现现金11617元，回收烟头223公
斤。

活动举办方介绍， 他们将通过举办一系列活
动， 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文明素质和环保意识，大
力倡导少吸烟，促戒烟。现场不少群众表示，今后，
要从自己做起，让永州更美丽。

永州：
群众捡拾烟头奖现金

通讯员 袁渊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肖霄

“非常感谢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组织举办民
营企业家沙龙，并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日
前， 邵阳市委统战部部长信箱里收到一封来自民
营企业的感谢信。

这封信是邵阳市民营企业湖南玉新药业有限
公司发来的。今年1月15日，该公司董事长申玉良
应邀参加邵阳市首场民营企业家沙龙时表示，该
公司所在片区市政供水管网建于上世纪60年代，
陈旧老化， 特别是公司用水由洋溪桥水厂的专管
供给，供水管道长，供水方式单一，经常出现停水。

1月17日，邵阳市自来水公司专业团队来到湖
南玉新药业有限公司走访调查， 并邀公司相关人
员一同去洋溪桥水厂了解情况， 共同商议解决公
司用水办法。不到1个月，市自来水公司克服任务
重、投入大且遇雨季等重重困难，完成了在洋溪桥
水厂内部增设阀门以保障专管供水等施工任务。
通过近2个月努力，公司用水问题基本解决，供水
有了保障， 用水成本降低， 生产经营出现良好势
头。

举办民营企业家沙龙， 是邵阳市优化营商环
境的新举措。 沙龙从今年1月开始不定期举行，每
次组织企业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现场提出问
题，提出解决方案。沙龙举办以来，先后有13位民
营企业家反映企业在产业转型、人才培养、政策落
实、职工保障、供水储水等方面的问题30余个。相
关部门负责人不逃避责任， 对相关问题进行现场
回复并跟进解决，按时办结率达99.69%，反馈回复
率近100%。

一封来自民企的感谢信

阳光下没有孤独
株洲启动未成年人保护“三个

1000”工程

湖南日报6月4日讯（通讯员 彭薇凝 记者 鲁
融冰 ）5月31日凌晨5时许， 已确认脑死亡的慈利
36岁男子刘某， 在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了器
官捐献手术。当天，他的肝脏和肾脏通过国家分配
系统，分别移植到3位器官衰竭患者体内。

5月29日，刘某在家准备晚饭时，突然感到视
力模糊、呼吸困难，渐渐失去意识，昏迷不醒。他的
父母立即将其送当地医院救治， 次日一早转入常
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病房。由于病情危重，医护
人员无力回天，刘某最终鉴定为脑死亡。

悲痛之余， 刘某的父母做出一个令人敬佩的
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让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
延续下去。在确认刘某不可逆脑死亡后，相关医疗
工作者经过评估， 确定他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
可用于器官移植。5月31日凌晨， 刘某器官捐献手
术顺利完成。

“希望接受器官捐赠的陌生人， 好好照顾身
体。”刘母说，儿子平时乐于助人，因家在山区、位
置偏僻，有些邻居出行不便时，只要给他讲一声，
他就会骑摩托车送他们。做出捐献器官的决定，相
信儿子一定能够理解。

据悉， 常德市今年来已完成11例人体器官
捐献。

慈利男子在常德脑死亡———
大义父母捐献儿子器官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6 月 4日

第 2019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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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1040 370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27 173 246871

3 2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6月4日 第20190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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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4342102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9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064360
5 22088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28
61462

1216263
10735376

52
2330
44546
390296

3000
200
10
5

1220 25 30 3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