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李志
强）7月7日，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在宁乡市流沙河镇中
心小学举行。长沙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流沙河
土花猪饲养技术”代表性传承人李述初走进校园，向该校师生
科普“流沙河土花猪饲养技术”。

“俗话说，‘买猪看娘种，把好猪潲关，做好猪睡坪’，讲的
就是养猪要选好猪苗，挑好饲料，做好猪窝。”活动现场，李述
初颇为风趣地向学生科普花猪喂养的秘诀。

通过李述初的科普，中心小学师生对本地所产的流沙河
花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为家乡优秀的传统养殖文化感到
无比自豪。

据了解，“四大名猪”之一的流沙河花猪畜牧学名宁乡猪，
又名宁乡花猪， 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流沙河花猪养殖数量急剧减少，
成为濒危物种。

为拯救流沙河花猪，李述初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加上外借
的80万元现金全部投进去，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地方良种猪保
种场，成为发起保护流沙河花猪的第一人。2014年，李述初入
选长沙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流沙河土花猪饲
养技术”代表性传承人。

宁乡花猪非遗科普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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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彭婷

6月中旬，因桃子丰收缺少销路，湘
乡市棋梓镇一些种植桃子的贫困户十
分着急。湘潭市商务局得知，组织电商企
业与贫困户签订帮销协议。半个多月，该
镇2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10户困难户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水蜜桃近1万公斤，
带动市民采摘销售1.5万公斤，销售收入
18万余元。

这是湘潭市大力推进脱贫攻坚，把
扶贫工作做到百姓心坎里的一个缩影。
去年底， 该市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
5.74%降至0.36%，59个省定贫困村全部
脱贫出列。今年，计划实现5092名贫困
人口脱贫。

干部下沉一线忙扶贫

7月8日，湘潭市公安局机关事务科
科长舒佳早早起床，他没有像往常一样
穿皮鞋， 而是换了一双好走路的休闲
鞋。这一天，他上班的地点不是机关，而
是农村田野。

两个月前，湘潭市实行“无会周”制
度。“每月第2周不安排全市性大会和系
统性工作会议， 领导干部必须深入一
线，重点围绕脱贫攻坚解难题。”湘潭市

委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举旨在整治文
山会海，举全市之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把开会和办文的时间腾出来了，脱
贫攻坚合力更强了。” 舒佳对此频频点
赞。

7月“无会周”，舒佳来到点对点扶贫
对象湘乡市山枣镇洪塘村村民朱连发
家，干农活、做家务、问需求、话未来……
舒佳干劲十足，离开时还自掏腰包，拿了
几百元钱塞到朱连发手里， 叮嘱他注意
身体。

据了解，今年5月以来，湘潭市主要
领导带头，540支驻村扶贫工作队和3.2
万名结对帮扶干部利用“无会周”，扑下
身子、深入一线，宣讲扶贫政策，服务贫
困群众，对全市3万多户贫困户进行了全
覆盖走访。

确保做到“两不愁三保障”

徽派风格的建筑、 配置齐全的公共
设施、 整洁有序的小区环境……这不是
城区高档住宅小区， 而是湘乡市中沙镇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

“我上班就在安置区50米外的扶贫
产业基地，方便得很！”住在安置区1栋的
贫困户薛美花是残疾人， 儿子患有慢性
病，娘俩干点搬运香菇菌棒的活，每人每

天能赚80元。住新房、有钱赚，薛美花笑
容满面。

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 是扶贫开发工作的基
本要求。“现在，全市贫困人口‘两不愁’
问题基本解决， 易地扶贫搬迁任务也全
面完成。” 湘潭市扶贫办主任韩波介绍，
2016至2018年，该市完成了“十三五”期
间341户1160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在健康扶贫方面， 湘潭市也做了大
量工作。目前，该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
部有了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对他们实行

“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医生
签约服务也实现全覆盖。

在教育扶贫方面， 除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学杂费全免外，湘潭市还出台办法，
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就学进行资
助， 今年春季共发放资助金1139万元。
对所有本地户籍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分
学期补助伙食费， 对本地户籍义务教育
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贫困学生补助教辅
资料费。目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无
人失学辍学。

从“输血”走向产业“造血”

在湘乡市龙洞镇龙洞村， 今年
66岁的丁和平从患有精神残疾的老

伴手中接过猪草篮子，朝自家猪圈走去。
丁和平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老两

口靠低保维持生活。去年，湘潭龙兴农牧
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毅免费送来了4
头湘潭地标产品沙子岭猪。 猪喂了半年
后出栏，丁和平净赚3000元。

尝到甜头，丁和平今年主动要求养2
头母猪。 他打电话向刘毅询问养母猪的
事，刘毅对他说：“你只管养，疫苗、药品、
配种、销售我全包。”像丁和平这样的贫
困户，去年刘毅帮扶了152户。

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的重要一
环。只有从“输血”走向产业“造血”，将贫
困户“扶上马”再“送一程”，才能真正带
动脱贫对象奔向小康。

今年来，湘潭市各级财政共投入产业
扶贫资金8096万元， 发动628家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参与产业扶贫，涵盖粮油、蔬菜、
生态休闲等多个产业。经营主体通过股份
联结、服务联结、劳务联结、租赁联结、订单
联结等途径与贫困户“联姻”，结成利益联
结体， 目前已带动1.17万户贫困户发展产
业，户均年增收1500元以上。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张蛟)记者
今天从常德市民政局获悉，今年该市“精准扶贫·点燃希望”民
政助学公益项目已启动，全市筹募资金880万元，拟资助贫困
大学生2000名以上。其中，大专和三本学生每人一次性资助
3000元，二本及以上学生每人一次性资助5000元。

据悉， 常德民政助学公益项目将对全市城乡低保户和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中， 今年考入大专以上院校的学生实行全覆
盖资助。整个助学活动分为3个阶段进行，即6月20日至7月25
日摸底申报，7月26日至8月15日对申报对象进行抽查、走访、
复核，8月16日至8月20日将助学金全部发放到位。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王琼 肖杰）
“村里有了辅警，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就有了保障。”近日，岳阳
市君山区芦花洲村辅警在巡逻时发现一名行踪可疑的人，经盘
问是一名逃犯，立即将其送往派出所，村民闻讯后拍手称赞。

今年1月1日起，君山区76个村（居）实现了驻村辅警全覆盖，
作为全省重点民生实事的“一村一辅警”筑牢了“平安君山”第一
道防线。

近年来，君山区成立了“一村一辅警”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
《君山区“一村一辅警”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了部门责任，细化了
工作分工，迅速在全区形成了“党委牵头、政府主导、乡镇主责、
公安主抓”的格局，全力织密君山农村治安防控“安全网”。

君山区以政治建警为引领， 明确驻村辅警由派出所直
接管理，其他相关部门协调服务。为进一步调动辅警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增强辅警人员的荣誉感、自豪感、归宿感，该区
让辅警定期到派出所参与值班备勤，从工作上、生活上给予
更多的人文关怀。

君山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龙颖超介绍，结合君山实际情况，
驻村辅警同时担负起“十员”作用，即情报信息员、纠纷调解
员、治安巡防员、法制宣传员、重点管控员、食品巡查员、现场
广播员、交通安全员、应急管理员、群众服务员，在“守护好一
江碧水，建设好精致君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吴林芳 刘定朋）今天，常德津市
警方对外通报称，该局在“净网2019”专
项行动中， 成功侦破一起省公安厅挂牌
督办的特大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该案涉及20多个省份的公民个人信息，
共计1000多万条， 非法交易金额200余
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路某等7人已被
依法逮捕。

去年底，25岁澧县男子李某因涉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被津市市公安局
网安大队抓获。据李某交代，从去年8月
开始，他通过QQ群、微信、百度贴吧等社
交平台，多次向上线购买公民个人信息，
然后转手贩卖牟利。警方深挖发现，这是
一个庞大的公民个人信息贩卖链条，涉
及深圳、上海、武汉等多地，日常交易量
巨大。今年3月，该案被省公安厅列为重
点挂牌督办案件。

专案组民警辗转10余个省份，抽丝
剥茧，层层突破，最终锁定了信息贩卖链
条上线的路某。6月29日，民警在深圳一
公寓内将其抓获。经查，路某为深圳一家
网络公司技术研发人员， 他利用职业特
殊性，采取SQL注入、解析漏洞等方式攻
破多个网站后台， 大肆盗取并通过网络
转卖公民个人信息。至案发，路某已非法
获利60多万元。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马翔
通讯员 肖星群 王萍萍

盛夏时节，刚吃过午饭，53岁的农
户李玉泉便拿起绑枝机， 来到自家田
里给辣椒绑枝。此时，蔬菜拔节长势正
盛，一个个西红柿精神抖擞，南瓜蔓上
的小黄花欣然绽放，一派生机勃勃。

李玉泉所在的涟源市桥头河镇，
是我省传统的优质稻和蔬菜种植区。
这里日照充足，土质肥沃。

凭借自然禀赋与历史沉淀， 桥头
河的蔬菜种植渐成规模。然而，分散式
经营、粗放式管理的传统农业模式，一
度让李玉泉等不少农户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碰了壁：“销路不好的时候，只
能望着地里的蔬菜干着急。”

涟源市以蔬菜产业为依托， 加快
构建“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新
型农业产业化模式。2005年，桥头河镇
引进肖老爷食品有限公司。2009年，该
公司流转土地3500亩， 成立桥头河蔬
菜基地， 吸纳周边贫困户和种植大户
近百人。 李玉泉顺利应聘成为蔬菜基

地的技术员。
刚进基地，李玉泉就像“刘姥姥进大

观园”：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施肥、高效
节水； 地膜覆盖技术保温保湿、 增产催
熟；“农眼”24小时远程监控和数据采集，
为农作物的健康保驾护航。 为更好地指
导农户生产， 李玉泉开始学习新技术，
“土农民”转型成了半个“土专家”。

57岁的邱庆雄，加入基地已是第5
年。从曾经自产自销的“单兵作战”，到
现在加入合作社抱团发展， 脱贫增收
令他高兴。而更令他感到满足的，是把
蔬菜种出了“新花样”。

“这是刚引进的奶油小白菜，有种
特有的清香；那是专门栽种的港式菜心，
富‘硒’又营养。”邱庆雄拉着记者左看右
瞧，一个个蔬菜新品种令人目不暇接。

据肖老爷公司负责人王业介绍，桥
头河镇大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上下游产业链不断延伸， 销路完全没有
问题。 桥头河的蔬菜既能出现在城区市
民的餐桌上， 又能成为当地农产品深加
工的原材料。基地是城市的“菜篮子”，也
是加工企业的“第一车间”。

依托2013年成立的涟源市现代农
业产业园，桥头河镇聚集了“邬辣妈”
“丰尚源”“玖久鲜”等一批农产品深加
工企业，其中5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培育出11个湖南省著名商标和
品牌，总产值达50多亿元，彻底改变了
农产品大而不强、低端竞争的局面。

如今，像李玉泉、邱庆雄这样的种
植能手，不仅在基地帮工，还租用了公
司的土地。公司为他们提供技术、资金
和信息服务， 并以市场价收购， 实行
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和一体化经营。

农业产业的升级提质， 丰富了农
业业态，带动了生态休闲观光业的发展。
在桥头河镇的蔬菜公园， 来此采摘蔬果
的游客络绎不绝， 研学小分队的孩子们
当起了科普志愿者； 不远处的博盛生态
园内，果树成荫、花海起浪，一群远道而
来的河南客人体验起了真人CS。

“努力实现蔬菜多功能综合开发和
农业休闲旅游等产业的深度融合， 全面
提振乡村经济。” 桥头河镇镇长邹正文
说，去年桥头河镇接待游客上万人，正走
出一条“菜旅融合+农旅互动”新路子。

扶到百姓心坎里
———湘潭市大力推进脱贫攻坚纪实

常德880万元
资助贫困大学生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蒋国庆）7月
10日，双牌县打鼓坪林场林农熊子健向广东销售林下养殖的
2500只七彩山鸡，纯收入27.5万元。到目前，双牌县发展138
个林下养殖竹根鼠、豪猪、七彩山鸡等基地，今年1至6月，辐
射带动近3万农民实现人均增收800元。林下养殖已经成为全
县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双牌县有林地面积达230万亩，其中，近100万亩林地适
宜发展林下养殖。近年，该县从资金、技术等多方面大力扶持
林下养殖业发展，农业、扶贫办等部门对养殖户从引种到基地
建设等，实行全程无偿指导，及时为他们解难题。金融等部门
累计发放300万元林下养殖贷款。

同时，该县建立江村镇五里村竹根鼠养殖小区、五里牌镇
全家洲村林下养殖鸵鸟基地等林下养殖示范基地，带动林下
养殖业发展。该县打鼓坪乡河源村村民吴荣福等9户村民，在
林下养殖鹌鹑， 日均产鹌鹑蛋500公斤， 每月出5000只鹌鹑
苗，辐射带动202户贫困户、759人脱贫致富。

双牌林下养殖成重要产业

“一村一辅警”筑牢“平安君山”

老百姓的故事

津市侦破特大涉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菜旅融合 农旅互动
———涟源市桥头河镇农业提质升级一瞥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何云雄

“洁秀，我来看你啦！最近天气不
错， 别老在家待着， 应该多出去透透
气。”7月4日， 江永县民政局退休干部
游子斌像往常一样， 提着大包小包看
望身患肌肉萎缩症的困难党员何洁
秀。何洁秀激动地说：“游书记可是‘热
心肠’。我患病十多年，他经常来开导
和鼓励我！”

今年83岁的游子斌，是一名有着63
年党龄的老党员。1996年，他从江永县民
政局退休后， 没有过含饴弄孙的悠闲生
活，而是选择发挥余热，继续服务社会。

1997年，他协助县残联，对全县各

乡镇残疾人进行摸底调查， 并建立信
息档案。在走访夏层铺镇湖广界村时，
他发现村里有一卢姓人家， 全家7口
人，都是残疾人，生活十分困难。了解
到情况后， 他带着村干部一趟趟跑相
关部门， 为这个不幸的家庭争取救助
资金。还与江永县电视台取得联系，将
这家人的故事拍成公益短片。 短片播
出后，得到许多爱心人士帮助，这个家
庭的生活条件也得到明显改善。

2006年， 县民政局成立老年党支
部，游子斌被大家推选为党支部书记，
这一干就是13年。 老年党支部由20多
名退休党员组成，最大的快90岁，最小
的55岁，平均年龄60岁。为了让大家的
晚年生活丰富起来， 游子斌定期组织

老党员们开茶话会。 老人们有的展示
个人才艺， 有的围坐在一起唠家常,其
乐融融。 他还督促老党员们每年参加
体检， 多看书看报， 学习老年保健知
识，并定期开展经验交流会。对于困难
党员， 他常常四处奔走， 为其排忧解
难。

20多年，忙里忙外。有人问他累不
累？ 游子斌如实说：“累啊， 但心里舒
坦。”也有人说：奔90岁的人了，到底图
什么？ 游子斌回答：“党组织培养了我
几十年，人退休思想不能退步，我要为
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今年“七一”前夕，游子斌又被评
为江永县“优秀共产党员”。手捧证书，
他乐得合不拢嘴。

老党员游子斌的“热心肠”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张南利）村民建房、低保查询、
小企业开办、 健康证办理……这些涉
及群众的常用事项， 只要通过网上申
请就可以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办理。
近日，浏阳市大瑶镇“数字大瑶”公共
服务平台优化推出的网上办事功能，
大大方便了群众办事。

大瑶镇端里村村民胡辉平想了解涉
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情况， 在家里通过
手机提交查询申请，当天就收到答复；崇
文村村民张权申请建房， 在网上提交申
请后，第二天，国土规划部门就上门实地
勘察。记者看到，该镇推出的网上办事服
务共涉及17个部门156个事项，其中，在
线咨询事项119项，在线办理事项37项，
惠农补贴查询、群众建房、新增参保、低
保查询、小企业开办、健康证办理等群众
常用的事项都涵盖了。

“为了方便群众办事，我们在挑选
网上办事事项时， 选择了群众日常用
的比较多。”该镇负责人介绍，一般的
查询事项，群众不用出门，网上即可办
结。对于群众建房等较为复杂的事项，
也可做到线上线下一体化办理， 实现
群众办事“零跑腿”。

据了解，“数字大瑶” 网上办事服
务上线半个月以来， 已为群众办理各
类事项30件左右， 同时新增注册用户
5000多人。

大瑶镇：

156个事项
“线上线下一体化办理”

7月11日， 江永县
潇浦镇和兴村“互联网
+”扶贫村级点，电商从
业人员和种植户将香
姜打包， 发往上海、北
京、长沙等地。今年，该
县栽培香姜达1.5万亩。
眼下正值嫩姜销售季
节， 一些农民挖姜抢

“鲜”上市，提升了种植
效益。 陈健林 摄

抢“鲜”
上市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11日

第 2019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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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 1040 814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91 173 223343

1 4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7月11日 第2019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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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62603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8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502641
3 16435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99
80926

1423007
15252015

58
3587
57249
561503

3000
200
10
5

0706 20 24 3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