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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8日讯（记者 王文）7月
15日上午， 古长根来到浏阳市政东广场1
号公共厕所检查卫生情况。从6月底开始，
这位浏阳市城管局的局长有了新的兼
职———政东广场1号公厕的“所长”。

政东广场附近居民较多，尤其是到了
晚上，来此休闲娱乐的市民络绎不绝，来1
号公厕如厕的市民每天有上千人次。为了
保障公厕不脏、不臭，设施完好，从6月底
开始实施“所长制”管理后,古长根每周至
少要去检查一次。据介绍，浏阳市城管局
班子成员、环卫局班子成员及相关中层干

部也分别“认领”了一座城区公厕，成为城
区首批27座公厕的“所长”。“所长”需对公
厕建设改造、设施维护、日常卫生保洁及
公厕周边环境卫生、秩序等进行不定期不
定时督查，及时发现和整改问题。

在人来人往的浏阳汽车站公厕，入
口处醒目位置的墙上悬挂着公厕“所长
制” 管理公示牌。 公示内容包括公厕编
号、管养单位、质量标准、管理制度、责任
“所长”、保洁员、监督电话、日常检查记
录表等信息。

干净、整洁、舒适、无异味的公厕环

境，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市民如果对公厕不满意，可以随时拨

打公示牌上的联系电话反映情况。”浏阳市
环卫局工作人员介绍， 对于市民的投诉或
举报，“所长”将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如能
及时改进的，将及时予以改进。

公厕干不干净？ 卫生情况怎么样……
这些都需要靠后期的管理来实现。“推行
‘所长制’就是要解决浏阳公厕管理不精细
的问题。”浏阳市城管局负责人说，探索实
施公厕“所长制”管理模式，是深入推进“厕
所革命”的现实需求和有效方式，将全面提

升城区公厕改造建设、日常维护管理水平。
浏阳市现有直管公厕66座，据介绍，浏

阳市城管局下一步将在总结首批城区公厕
“所长制”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城区其
他公厕实施“所长制”管理，实现城区公厕
“所长制”全覆盖。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胡益龙)“感谢县里‘阳光安置’政
策，没有关系背景，也轻松找到了合适岗
位， 我一定努力把工作干好。”7月16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退役军人李武师说，他
在部队服役12年，退役后通过量化考核
公开选岗，被安置到万佛山管理处工作，
全程公开透明。

为抓好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从2013年
开始， 通道明确对服役满12年的士官、服

役期间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战时获三等
功以上奖励的士兵等5类人员进行安置。
该县出台退役军人“阳光安置”工作方案，
严格实行“三到位”“四举措”“五公开”，即
政策宣传到位、阳光安置到位、权益保障到
位，审核档案、明确岗位、量化评分、自主选
岗，公开评分、公开岗位、公开择岗、公开排
名、公开结果，努力让安置对象安置前心中
有底、安置后心悦诚服。今年，该县有符合
安置条件的退役军人20人待安置，待安置

期间待遇都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落实。
具体安置过程中，通道组织县编办、人社

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民政局等部门，对符合
安置条件的退役军人档案进行联合审核，按
审档情况由县编办提出安置计划， 再根据安
置对象军龄、 学历及是否立功受奖、 是否伤
残、 是否在边远艰苦地区服役等情况进行量
化打分，按分值排序，由安置对象自主选择所
设岗位。纪检监察机关全程参与安置过程，并
在安置程序、监督执纪、追究问责等方面作出

明确规定，确保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对选择自主就业的退役军人，该县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技能培训，支持他们退役后就
业创业。近5年来，该县已对410名退役军人
进行安置与推荐就业，其中有81名退役军人
安排在事业单位工作。 县里还安排200余万
元， 对72名退役军人返乡创业进行了帮扶，
投入180余万元对75名因病致贫、 因灾致贫
及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进行了救助。 目前，
该县退役军人安置遗留问题为零。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金慧

从湘潭市中州路口到长沙市第三
社会福利院（长沙市第九医院），55公
里，车程一个多小时，阿红和老母亲却
感觉走了大半天。

喜悦， 寻亲4年终于有了准信；忐
忑，不知道这些年哥哥过得怎么样；不
安，担心万一希望又落空。

7月16日上午10时40分， 一辆红
色代步车停在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
门口，下来3人，一边拨打电话，一边焦
急地等待。

另一边，长沙市救助站副站长李锋
接到电话后，与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
副院长沈雪芝立刻下楼，见到了门口的
3人———这就是来接阿志的家人。

“这几年我们全家到处找哥哥，直
到昨天，老母亲还在打听寻找，父亲临
走都没见到哥哥最后一面。”一见到工
作人员，阿红就声泪俱下，说起这些年

的变故与不易。
原来，哥哥阿志患有“精神分裂症”，

于2015年大年初二在位于湘潭中州路
口的家门口走失。 如何到了长沙无人知
晓。一天后，阿志躺在路边，被长沙市岳
麓区的市民发现，便报了警。含浦派出所
民警判断阿志精神异常， 便把他送往了
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先进行治疗。

作为长沙市“三无”流浪精神障碍患
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该院医生根据阿志
的身体状况，安排他住院，期间产生的住
院医疗费用、护理费用、伙食费用均由政
府买单。对症下药后，阿志病情逐渐稳定。

与此同时，长沙市救助站积极介入，
帮助阿志寻找亲人。

“所有的方式都试过了，登报寻人、
互联网寻亲、人脸识别都试过了，却一直
没有消息。” 李锋告诉记者，2016年，长
沙市救助站与公安系统合作， 对站内流
浪人员采集血样， 通过DNA比对寻亲。
阿志也不例外。

恰巧的是， 阿志的父母在湘潭也很
着急，听朋友说可以DNA寻亲，便去了
当地公安局录取血样。

上天不负苦心人， 终于在今年7月
初， 从湘潭市岳塘公安分局传来了好消
息———阿志可能找到了。

4年的寻找，1000多个日夜的等待，
在公安系统的帮助下， 阿红与长沙市救
助站取得联系， 并决定尽快前来接走哥
哥。见面的一刻，小唐和母亲喜极而泣，
一声声说着“是的，是的”，而阿志也认出
了家人，拉着妈妈的手不放。阿红看着失
而复得的哥哥，很是开心。

不知道如何言谢， 阿红的丈夫从车
里提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水果烟酒等礼
物，想送给工作人员，被再三拒绝。最后，
工作人员把水果留给了医院的患者，烟
酒退了回去。

据李锋介绍，DNA比对寻亲是与公
安部门协作，免费采集DNA血样，进入
走失人口和打拐人口库比对， 拍摄专业
照片，利用人脸进行综合研判，在人口大
数据库中进行全国比对， 极大提高了寻
亲几率。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记者 熊远帆）科创板即将开
市交易，资本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为引金融活水进入实
体经济，今天上午，长沙经开区、长沙县举行推进企业上
市工作座谈会，借“市”而上，做强“长沙智造”。

会上，省市证监、金融部门，沪深交易所和20家中介
机构的专家与区县拟上市企业代表面对面座谈交流，解
决企业上市实际难题。 沪深交易所的专家宣讲IPO发审
政策，机构代表从专业和实操角度介绍企业上市要点。同
时，此次座谈会还开展了“金融集市”活动，现场各大银
行、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与园区企业的相关人员
就目前企业融资痛点和难点交流咨询。

据了解， 为支持企业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持续
健康发展，长沙经开区制定了《鼓励和扶持企业上市（挂
牌）实施办法》，对符合条件的上市（挂牌）企业给予资金
支持，自2015年至今已累计拨付上市（挂牌）资金逾2200
万元。截至目前，注册在园区的上市企业有4家，新三板挂
牌企业有8家，今年，已推荐铁建重工、航天凯天、五新隧
装、猎豹汽车等15家企业纳入省、市重点拟上市企业。

城管局长兼任公厕“所长”
浏阳深入推进“厕所革命” ,首批27座公厕被“认领”

“阳光安置”退役军人
通道近5年安置及推荐就业退役军人410名

寻亲4年，他终于踏上回家路

长沙经开区借“市”而上
运用资本力量做强“长沙智造”

“美丽产业”
促乡村振兴

7月18日， 汨罗市长乐镇
马桥村， 游客与村民在千亩荷
花基地赏花采莲。近年来，该镇
引导村民入股专业种植合作
社，开展荷花、油菜、糯稻、油
茶、百香果、红心柚、葡萄、桑葚
等种植，做到一年四季都有“美
丽产业”，美了村庄富了农民。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王平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陈佳豪）7月
17日， 益阳市资阳区张家塞乡乌龙堤村村民胡广辉驾驶自
家收割机，帮邻居收稻谷。与一般收割机不同的是，从其收
割机出穗口出来的不再是整根的稻草，而是棉絮状碎草。

胡广辉说，以前，稻草留在田里影响耕种，人工运走
费时费力，不少村民图方便就直接烧，弄得浓烟四起，污
染环境。去年，张家塞乡政府推广收割机加装粉碎装置，
一台粉碎装置3800多元，可获农机补贴3000元，自己只
要出800元就可以安装。加装了粉碎装置的收割机，稻草
经粉碎后可直接还田。

“其实一开始，我们这些家里有收割机的不愿意装这
个东西。”胡广辉说，他们主要嫌购置手续比较繁琐，审批
时间太长。张家塞乡农机站站长李卫苏了解情况后，主动
帮忙收集资料跑相关单位办理。去年7月开始，张家塞乡
176台收割机先后加装了粉碎装置。

收割机上装“神器”
实现稻草零燃烧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通讯员）桃源县高效推进退税工
作，截至6月底，该县退税进度高达99.2%，居全省前列。

为落实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 让广大纳税
人、缴费人充分享受减税降费的暖风，实现“应知尽知、应享
尽享，一户不落”的目标，桃源县税务局克服工作任务重、压
力大、 纳税户情况复杂等困难， 统筹推进退税工作落实落
地。一是信息筛查有序。从各股室、分局抽调20名干部，对纳
税人信息进行分类筛查，搜集整理纳税人资料、退税金额等
各项退税信息， 共上报纳税人3077户， 共13331笔退税记
录。二是分类推进有序。优先处理银行账号信息已匹配的纳
税户退税工作，并与人民银行协商，从金融机构处获取1883
户未匹配纳税人信息，由易至难逐步推进退税工作。三是业
务办理有序。通过政府网站发布退税公告，利用官方平台发
送权威短信，开办专窗受理退税业务，开设专线接受业务咨
询，多措并举提升纳税人信任感。

桃源县高效推进退税工作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张佳伟 肖霄 通讯员
何雯 李菁）“第二季度我的积分达到120分， 在公德榜上排
名最高，我感到很光荣。”近日，说起自己“公德银行”积分情
况，新邵县潭溪镇玄本村村民石向勤一脸自豪。

为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今年初，玄本村成立全县首家“公
德银行”。“公德银行”以户为单位建立账户，根据村民在公德
方面的表现，由村民自己申报或他人建议，经村支两委研究
确定，给予村民奖励分或扣分。村民结余积分可兑换食盐、牙
膏、洗涤用品等，一月一评比，一季一兑付。4月9日，村民周艳
丽擅自在屋后焚烧枯草，被扣5分。经批评教育，她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连续两天主动清扫村主干道，获奖励分3分。

5月7日深夜，村民石向勤邻居家一个小男孩突发急性肠
胃炎，石向勤立即开车将其送到医院。小男孩母亲向村“公德
银行”负责人讲了这件事，“公德银行”奖励石向勤3分。

“有了‘公德银行’，村里风气越来越好，村民们讲文
明、爱集体，逐渐形成了向善、向上、向好的新风气。”省司
法厅驻玄本村扶贫队负责人说。

玄本村“公德银行”引发“向善”风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18日

第 2019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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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 1040 7727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44 173 197912

7 6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7月18日 第2019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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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2673814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0
二等奖 11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795196
0 19016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89
61110

1161496
8812163

69
2474
42301
340479

3000
200
10
5

0315 26 28 3117

� � � �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任泽旺 谢文彬 ）今天，在北京市
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天然氧吧文化旅游节
暨特色农产品展上，我省江永县、零陵区、
双牌县、古丈县、通道侗族自治县、常德市
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洪江市等7个县区，被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授予2019年度“中国
天然氧吧” 称号。今年，全国有51个县区
获此殊荣。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由中国气
象服务协会组织， 经中国气象服务协会
设立的“中国天然氧吧”创建评选委员会
审查、复核、综合评议后，最终评选出符
合条件的地区。然后，再由中国气象服务
协会审定，对符合条件的地区授予“中国
天然氧吧”称号，颁发牌匾和证书，向社
会发布。

其评选标准是：气候条件优越，年人
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达“舒适”的月份不少
于3个月；负氧离子含量较高，年平均浓度
不低于1000个/立方厘米； 空气质量好，
一年中空气优良天数不低于70%；生态环
境优越，生态保护措施得当、旅游配套齐
全，服务管理规范。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负责人表示，中国
气象服务协会将继续加强与上述地区的
联系和业务指导， 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开
发气候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推动绿色发
展等工作。

我省7县区荣膺
2019年度

“中国天然氧吧”

� � � �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郭玟琼） 省环保厅日前通报了今
年上半年全省环境质量状况，桂东县上半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180天， 优良率
99.4%， 综合指数为1.92， 排名全省各县
（市、区）第一。

近年来，桂东坚持生态立县，加快绿
色崛起，坚决制止有损环境保护的项目进
入，从源头上杜绝新增污染和生态破坏隐
患。 逐步关停县内化工企业，2017年化工
企业实现“清零”。不仅如此，该县关闭煤
矿2座，关停非法砖厂159家，对工业项目
引进实行严格准入制度，先后拒绝了30余
个重污染的工业项目落户。同时，该县深
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推行城乡垃圾
分类收运、综合处理和清扫保洁一体化服
务。去年来，全县先后完成人工造林1.4万
亩、退化林修复2.9万亩、国省干线道路景
观提质1141亩、通道绿化146公里。

目前， 桂东县森林覆盖率达85%，被
列为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该
县负氧离子含量高， 被大世界基尼斯总
部检测认定为“负氧离子含量最高的
县”，PM2.5指数常年保持在7微克每立方
米左右，先后荣获“中国最佳生态旅游示
范县”“中国最佳避暑旅游名县”“湖南省
最佳避暑胜地”“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
等称号。

桂东上半年空气质量
全省排名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