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阳烟花创意梦工场
参加全国展示交流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李丽莎）

今天， 为期一周的第二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
动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的59个项目参展，湖南有浏阳
国际烟花创意梦工场等4个项目入选。

国际烟花创意梦工场是浏阳河文化产业园重点打
造的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之一，2017年投入运营，是“烟
花+科技+文化”的创新创意项目，已培育出“花火剧
团”“孝文科技”“智联科技”“达伊达拉” 等创意烟花品
牌。以后将强化孵化职能，致力打造浏阳创意烟花产业
发展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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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吴祥淼）6月10日上午9时， 通道侗
族自治县坪坦乡双层村村支两委和驻村
帮扶工作队举行例会，细化“三类人员”实
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具体措施，把责任明
确到人，并组织打扫村干道。

据了解，目前，通道152个村都形成
了每周举行脱贫攻坚例会制度，会商脱贫
攻坚突出问题。同时，开展环境卫生清爽
行动，整治村容村貌，促进文明创建。

5月下旬， 怀化市出台了《“‘四支队
伍’集村部、干群同心攻脱贫”行动方案》。

为落实方案，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摘
帽任务，通道充分调动联村县级领导和县
直联村帮扶单位负责人、 包村乡镇干部、
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村支两委干部等
“四支队伍”的积极性，将力量下沉到村到
户，聚焦问题清零，全力巩固提升脱贫攻
坚成果。同时，成立由县委书记任指挥长
的脱贫攻坚指挥部， 按乡镇设立11大战
区，全县152个村全部组建脱贫攻坚联合
党组织，“四支队伍”驻村集中“办公”，并
严格执行驻村时间要求。严格对照脱贫标
准，深入排查各方面问题，并对问题实行

清单式管理，逐项整改销号。
通道还统筹整合“微服务”资金2亿

元，实施一批“微服务”“微工程”，积极
开展帮扶群众“暖心” 行动、“户帮户亲
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等活动，大力发
展脱贫产业。 县委办驻双江镇琵琶村帮
扶工作队，大力实施脱贫致富工程，帮
扶该村建设40亩葡萄园、150亩黄桃
产业园，建成集种植、采摘、观光于一
体的生态休闲基地， 可为村集体年增
收10万元以上。县溪镇采取“企业+扶
贫车间+贫困户”模式，吸纳150多人

就业， 其中贫困户44人， 人均月收入
2000元。

目前，通道由3800余人组成的“四支
队伍”奋战在脱贫一线，已进村入户开展
工作3万多人次， 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难
题1万余个。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应时 郭兰胜）“新设备安装后，
工厂每天原竹需求量达100多吨。”6月10
日，桂东县众意竹木加工厂负责人赵铁球
介绍，企业每年收购原竹4万多吨，带动产
业链就业1000人以上，惠及贫困户1万多
户。

龙头企业是产业扶贫的“火车头”。桂
东县在推进产业扶贫过程中，按照“一镇
一业、一业一企、一村一品”发展思路，积
极引进、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并采取“龙

头企业+基地（合作社）+贫困户”等形式，
吸纳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该县龙头企业
参与产业扶贫的主要方式有：安排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就业促增收；组建集团公司连
接小生产和大市场，建立销售网络、畅通
销售渠道， 引导贫困群众自主参与种
植、养殖等产业；以企业为龙头带动上
下游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脱贫等。为了
让“山货”走出大山，县里成立氧天下山
货（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全县优质
农产品的生产、收购、检测、仓储、流通、

销售、 加工和特色农副产品品牌建设。
在各乡镇建立产业示范基地，采取以奖
代投、共同投资、免费提供种苗和技术、
保底收购等方式，调动贫困群众发展产
业的积极性。去年山货集团向参与“委
托帮扶” 的贫困户分红335.77万元，户
均年增收2000元以上。

桂东县还利用每年专项资金2000
万元，重点支持茶叶、中药材、南竹等产
业开发，培育出龙头企业玲珑王茶叶公
司，带动贫困户2600户8600人种植茶叶

3.6万亩。 引进盛源药业作为中药材产
业龙头，解决当地药材种植“小、散、乱”
问题， 带动贫困户505户1528人种植中
药材860亩。 成立县属国有控股的鑫汇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整合县域内扶贫及
其他相关资金参与产业项目开发，吸纳
无劳动能力户 、兜底户 、低保户 、重残
户、 重病家庭户等5类贫困户1.2万人，
入股中核桂东风电项目，公司前期提供
保底收入，后期按实际效益分红，让贫
困户获得稳定收入。

率先在全省打破地域限制

长沙县养老保险
可“全县通办”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刘晓霁）6
月12日， 家住长沙县北山镇北山村的刘丹来到村社区公
共服务中心， 帮行动不便的父亲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待遇资格确认。按原有的办理方式，刘丹必须前往父亲的
户籍地蒿塘社区办理。

今年6月起，长沙县人社局全面打通社保经办服务最
后一公里， 打破了居民养老保险业务在户籍地办理的限
制，实现“全县通办”，成为目前全省首个打破户籍地限制
经办居民养老保险业务的县区。

据介绍， 凡长沙县居民均可就近选择县域内任
意村 (社区 )，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关的保险费
补缴申报、个人信息变更、参保登记等12项业务，且
该 12项业务的经办均实现了“全县通办 ”“全程网
办 ”，特别是其中的保险费申报 、个人信息变更 、参
保登记等5项业务经办做到了即来即办、即办即结，
立等可取。

长沙县人社局已梳理出了51个服务事项， 将相关事
项下沉到镇（街）或村（社区），为18个镇街以及下设村（社
区）配备了高拍仪、社保卡读卡器及摄像头等设备，并逐
镇（街）上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集中业务培训等工作，确
保了“事项到位、权限到位”、“接得住，办得好”、“就近能
办、多点可办”。

长沙县人社局今年以“营商环境年”为抓手 ，不
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持续升级“互联网+政务”举
措，实现了“村（社区）收件 、镇（街）初审 、县中心复
审”三级联办的模式。

江华：
“政银企担”

助力小微企业融资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杨丁香 黄春华)6月11

日下午，江华佛尔盛电机公司的生产车间，转子加工、嵌
装、焊接……每条生产线都在繁忙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忙
着加工一款出口国外的高压风机。

每年六七月份，是电机产销旺季，却也是佛尔盛
电机公司流动资金最紧缺的时候。但在眼下，公司负
责人余志辉松了一口气。在今年4月的银企洽谈会上，
余志辉向长沙银行江华分行寻求帮助。 经过对接，双
方达成了融资意向，从银行审批、签订合同，再到发放
贷款，佛尔盛公司很快就收到1300万元贷款，解了燃
眉之急。

去年以来， 江华新增小微企业63家， 总数达到457
家，吸纳1.1万名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但与此同时，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成为小微企业发展的瓶颈。为解决这个
问题，江华县政府多方联动，组织金融机构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小微企业调查、摸底、建档工作，准确掌握企业生
产第一手资料，梳理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推动“财金互
动”各项激励政策落地。同时，成立融资担保公司，建成
永州市第一个外贸“两仓”和“外贸出口退税资金池”，降
低民营企业融资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开展新型“政
银企担”合作模式。一连串的有力举措，为政银企信息对
接搭建了平台，缓解了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了
地方经济发展。今年以来，该县已经召开了两次大型的
银企洽谈会，仅4月18日的洽谈会上，该县的8家银行就
与22家小微企业签订了2019年度贷款意向书， 签约金
额达7.28亿元。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何蔚

村干部问：“愿不愿意改造厕所?”
村民答：“不愿意。”
村干部又解释：“政府补贴1000

多元， 自己只要花300元就可以换成
三格化粪池，愿不愿意?”

村民起身走人：“不要搞!不要搞!”
这是两个月前， 湘潭市岳塘区荷

塘街道清水村村干部上门推广农村厕
所改造时碰到的情形。 6月12日， 该
村党支部书记言德军回忆起当时的窘
境还直摇头。

把传统的一格化粪池改造成三格
化粪池是“厕所革命” 的重要内容，
村民不愿意， 怎么办？ 经过一段时间
下户走访， 言德军终于找到了突破
口———选几户党员家庭带头示范， 让
村民对标学样。

4月26日是清水村每月一次的主
题党日， 这天， 全村98名党员齐聚党
员活动室， 重温党员义务， 了解“厕
所革命” 的重要意义。 次日， 言德军
又将60多名村民代表叫在一起， 向
他们提出改造厕所的倡议。

“谁愿意带头？” 会议室里， 言
德军声音嘹亮。

“我来 !” “我来 !” 话刚落音，
一些人举起了手。 言德军让党员戴少
林、 非党员戴德全两家“先行先试”。
施工队当天就进场， 准备材料、 放样
挖坑、 浇筑化粪池、 过粪管安装……
历时5天， 三格化粪池改造完成。

听说戴少林、 戴德全两家的三格
化粪池建好了， 不少村民前来参观。

“原来这是真的好啊， 揭开盖板

都没有气味。” 之前带头拒绝改造的
村民戴国清动了心。 村干部赶紧趁热
打铁， 现场普及三格化粪池知识： 这
个化粪池分三个池， 一池主要起截留
粪渣和沉淀虫卵作用； 二池起继续发
酵作用； 三池起发酵后粪液储存作
用。 大家没有闻到刺鼻的气味， 是因
为这种化粪池可以减少臭气浓度
80%、 降低苍蝇密度96%。

“这个事搞得 !” 戴国清亲眼看
见了三格化粪池， 并且还听说如果自
己愿意出劳动力挖坑， 300元费用都
免了。 他立即回家和老伴商量， 第二
天便向村里申请改造厕所， 用上三格
化粪池的戴国清变成了宣传员。

“你们看， 从三格化粪池提取
的粪液比之前清爽了很多， 浇菜时
是不是更加方便了 ?” 为了让村民
知晓三格化粪池的作用， 清水村还
将高校的农业专家请来为村民讲
解。 了解到在这种化粪池里通过发
酵的粪液是优质的有机肥， 氮含量
是普通粪便的6倍， 肥效比普通粪
便高3倍， 越来越多村民的观念从
“不愿意” 变成了“主动改”。

1户、 2户， 10户、 20户……两
个月时间， 清水村完成了110户改厕
任务。 该村还将建档立卡贫困户列为
免费改厕对象， 优先为他们改厕。
“现在， 村里337户需改厕的村民全部
同意了呢， 大家你追我赶争着改， 预
计8月底就能全部完工。” 言德军高兴
地说。

在清水村带领下， 岳塘区也
掀起了一股“厕所革命 ” 热潮 ，
预计今年全区将完成 3000多个农
村厕所改造。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杨万里 杨铁勇)“今年以
来， 我已岀售林下土鸡近3000只，收
入30多万元。”6月10日， 永州市零陵
区水口山镇石凡村， 蒋春梅夫妇在村
后树林里喂养土鸡。 蒋春梅说，她
2016年从外地打工回到家乡，承包了
150亩松树林和油茶林， 林下套种南
瓜、红薯、玉米等作物，放养土鸡和七
彩山鸡，去年收入达100多万元，还带
动23户贫困户林下养鸡、养鸭脱贫致
富。

零陵区是永州市林下经济重点
发展县区，全区林下经济面积11870
公顷。为鼓励群众发展林下经济，该
区岀台了发展林下经济优惠政策和

办法， 近几年多方筹措和解决林下
经济发展资金10多亿元， 突出抓好
了15个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培
植林下养种植业大户207家，成立林
下经济专业合作社140个，发展林下
经济深加工企业8家。该区充分发挥
千年养蛇历史的优势， 发展林下蛇
类养殖， 成为全省最大的林下养蛇
县区，去年该区林下养蛇收入达1亿
多元。

目前， 零陵区已被列为湖南省首
批20个林下经济发展重点县区，去
年， 全区林下经济综合产值达4.5亿
元，林下经济做为重点扶贫项目，助力
1500余户贫困户脱贫，占脱贫总户数
的近50%。

下沉到村到户 聚焦问题清零

“四支队伍”合力攻脱贫

“龙头”带动 产业兴旺

产业扶贫开好“火车头”

零陵区林下经济强劲崛起
去年，全区林下经济综合产值达4.5亿元

从“不愿意”到“主动改”
———看岳塘区清水村如何调动村民“厕所

革命”积极性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6月 13日

第 2019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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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 1040 716560

组选三 664 346 229744
组选六 0 1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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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6月13日 第2019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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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0293431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6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093762
1 36255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53
46806
937858
9677948

34
1785
34805
379565

3000
200
10
5

1014 24 26 3320

通道

桂东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通讯员 杨丁香
黄春华) 6月12日晚8时至13日凌晨4时，
江华瑶族自治县普降暴雨， 平均降雨量达
90毫米， 其中降雨量最大的为桥市乡塘家
源水库， 降雨183毫米。 暴雨导致当地大
量农田被淹， 部分民房进水， 一些群众被
困， 当地多部门组成应急分队连夜赶赴现

场救援。
在桥市乡庙湾村等地， 一些村民家里

进水， 17名群众被困家中。 救援人员系着
绳索， 蹚过齐腰深的洪水， 将被困群众护
送到安全地带。 初步统计， 江华有码市等6
个乡镇约150间房屋进水， 已安全转移群
众70余人。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通讯员 罗徽
胡林涓 记者 颜石敦)今天，记者从郴州
市防汛办获悉，6月12日8时至13日8时，
该市遭遇强降雨， 平均降雨量达56.2毫
米。受降雨影响，宜章、临武、资兴三地共
紧急转移群众11317人。

这次降雨造成郴州市5座中型水库

超汛限、171座小型水库溢洪、 约10万亩
农作物受灾，部分房屋损毁，交通、水利、
农业等设施遭受不同程度损坏。

险情发生后， 郴州市紧急启动防汛
Ⅳ级应急响应。该市水利、水文、应急、自
然资源等部门派出专家组， 奔赴受灾地
区指导防汛抢险工作。

郴州紧急转移群众1万多人

江华普降暴雨 应急分队赶赴现场救援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胡志
锋 李进科 记者 颜石敦）“谢谢，谢谢你
们救了我的命！”6月13日早上，临武县南
强镇渣塘村抗洪抢险救灾现场，86岁的
村民周米月从橡皮艇下来后， 拉着镇村
干部和应急队员的手表示谢意。

6月12日8时至13日8时， 临武县普
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
水量达207.5毫米。全县水库、河流水位
暴涨，河道附近村子进水、房屋被淹、群

众被困，情况危急。县委、县政府主要负
责人及各乡镇党员干部、 应急队员等立
即赶赴受灾现场， 转移被困群众。 据统
计，至6月13日上午10时，全县紧急转移
群众3820人。

目前， 临武县各级各相关部门正在
受灾一线有条不紊地开展救援工作，及
时清理路障，加强危险房屋、山塘水库、
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 对基础设施进行
加固抢修，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临武遭遇严重洪灾

� � � � 6月13日，临武县南强镇渣塘村，救援人员将受困老人安全转移出来。
胡志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