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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18日

第 2019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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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1040 447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63 173 218499

4 5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8月18日 第2019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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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2096969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8
二等奖 3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399584
2 7733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61
73201

1256085
9183250

48
2856
47045
373714

3000
200
10
5

1107 18 27 3212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 （记者 邓晶琎）“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交
通运输厅把开展主题教育同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工作和对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结合起来， 对标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的总要求，聚焦百姓出行等民生实事,�全力推
进交通建设，不断优化交通服务。

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
点难点问题， 省交通运输厅聚焦“四好农村
路”“公路路网有效衔接”等民生重点课题，通
过实地调研检视问题，对标对表逐条整改，切

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交通网络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南益、怀
芷、 龙琅、 长益扩容等高速公路建设进度顺
利；186个项目共3260公里的国省道干线公路
建设加快；农村路网进一步完善，已完成自然
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2.8万公里，预计年底
可基本实现全省3.6万个25户及100人以上自
然村通水泥（沥青）路。

公路安全保障有效提升。 通过大力推进
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 特别是加

强通客车线路和接送学生车辆集中的急弯陡
坡、临水临崖等重点路段的安全隐患治理，农
村公路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出行环境不断优化。加快推进实施高速
公路ETC（电子不停车收费）， 全省ETC发
行网点增至 5168个，ETC用户数增至 331
万。创新提出“一县一公司、公车公营、系统
规划、乡村全通、价格惠民”的农村客运发展
思路，在全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城乡客运
一体化建设， 全省建制村通客车率已达
99.97%。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
员 杨小军 刘扬）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中，以“五个聚
焦” 推动解决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利益
问题。截至8月上旬，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体系建设实现了“全覆盖”，出台了《湖南省解
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实施方案》，
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平稳有序开展； 开展
光荣牌悬挂工作“回头看”活动，全省新增悬
挂光荣牌9万户。

聚焦政治站位高度不够， 聚焦运行保障
力度不够，聚焦全面服务管理温度不够，聚焦
工作落实精度不够， 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深度
不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通过“五个聚焦”推
动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厅机关开展专题学习、
专题辅导、主题党日、警示教育等活动，党员
干部改作风、 勇担当， 带头真抓实干蔚然成
风。

该厅对19项行政许可事项、115项办事流
程确立了201个廉政风险排查点， 制定462项

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开
展“信访攻坚年”活动，督查督办90个信访积
案。以解决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烦心事、
揪心事为重点，大力提升服务对象满意度、获
得感和荣誉感。“八一”期间，组织干部走访慰
问驻湘部队及消防救援总队，赠送280万元慰
问物资； 争取省级财政预算先行安排退役军
人特殊困难帮扶援助资金3000万元； 开展优
抚对象医疗巡诊和烈士父母短期疗养， 免费
发放药品30万元。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
员 刘扬）8月17日至18日，全省优抚工作志愿
者会议在长沙召开，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湖南
龙越和平公益发展中心和来自全省12个市州
的优抚工作志愿者团队等就“烈士父母关怀
陪伴计划”进行深入交流，研究探讨社会组织
广泛参与优抚对象服务保障途径， 为烈士父
母、重点优抚对象等定期上门提供个体化、精
细化照管服务和专业心理疏导。

湖南是兵员大省、优抚安置大省，有退
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200多万人， 其中不
少烈士父母、高等级残疾军人、在乡老复员
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年事已高，面临行动不
便、缺乏照管、晚年孤独等问题。今年上半
年， 全省多地优抚工作志愿者团队翻山越
岭，入户走访调查了500余户烈士父母和1—
4级残疾军人。会上，志愿者展示了收集到的
大量第一手资料，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对志愿

者进行了业务政策指导，湖南龙越和平公益
发展中心从“烈士为国尽忠，我们为烈士尽
孝”“情系伤残军人，用爱抚慰伤痛”“致敬退
役军人，共建军民鱼水情”三个层面，对优抚
对象关怀计划进行详细解读。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
广泛参与优抚对象关心关爱活动，搭建政府
引导、社会参与、全民尊崇的拥军优抚工作
新格局。

广厦千万间“搬”得幸福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省交通运输厅：

聚焦民生实事 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五个聚焦”推动问题整改

全省优抚工作志愿者会议在长召开
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关心关爱重点优抚对象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黄震宇

“沙湾坐在八个坨，横顺相隔十里多；
赶集先走十里路，再行酉水半条河”。

这首土家山歌， 是对保靖县碗米坡镇
沙湾村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

寨子里的村民出行， 必须到沙湾组的
便民码头搭乘渡船, 再到酉水河对面的迁
清公路去等车。因此，摆渡，成为了沙湾村
人出行的必经环节。

“摆渡，也成为了省民宗委驻村扶贫工
作队队员们的‘第一课’”。扶贫工作队队长
戴卫东介绍说。

2018年3月， 扶贫工作队队长戴卫东
和队员进驻沙湾村。为摸清底数，戴卫东和
队员们跋山涉水，把全村8个自然寨都跑遍
了， 村里的老百姓经常看到扶贫工作队在
酉水河上摆渡的身影。

沙湾村山高坡陡，6个村民小组8个自
然寨，其中6个自然寨分居于陡峭的高山和
半坡上。刚进村的时候，工作队员从河边的
沙湾组爬到村寨最高最偏的且沙组花了3
个多小时。另一方面，山上放牧牛羊较多，
水源常常受到牛羊粪便的污染， 还经常出
现无水断水现象。

扶贫工作队首先要解决的是群众反映
最为激烈的行路难、喝水难问题。

工作队积极协调县里推进了通村公路
的硬化，为村里8个自然寨实施了村间道硬
化工程， 同时还积极为贫困户向政府申请
了危房改造。为解决喝水难问题，工作队跋
山涉水为村里寻找新的水源， 并争取资金
为村里沙湾、且沙、来州、湖格四个组实施
了自来水改造工程， 使他们彻底告别了经
常性断水与喝羊粪水的生活。“通村公路全
部硬化， 新村部也建起来了， 自来水也通
了， 我们村以前那种一踩一身泥的面貌彻
底改变了。” 沙湾村村主任何义国欣慰地

说。
为找出沙湾村脱贫的路子， 戴卫东召

集沙湾村村支两委干部和村民召开了10
余次座谈会。 在省民宗委党组的指导与支
持下， 工作队和村支两委最终确定了一个
脱贫路子和一条发展路径：“靠山吃山”大
力发展种植养殖、 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
设带动沙湾村乡村旅游。

工作队与村支两委先后向县里面申报
了通草等中药材种植项目， 还为村里的贫
困户购置牛、羊和鸡苗。同时，为了解决村
里一直以来无集体经济收入的难题， 工作
队还为村里搭建了养鸡场， 建设了铁皮石
斛种植示范基地。 工作队还在村里大面积
推广油茶种植， 对山上的老油茶林和桐油
林进行复垦。

为了加强对种植养殖项目的管理和提
高贫困户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 工作队还
指导村里成立了光武生态种植养殖合作
社，建立农户与专业合作社紧密联结机制，
由合作社牵头为村里的种植养殖贫困户提
供了养蜂、油茶种植等技术培训。

村里的贫困户贾绍刚喜笑颜开地说：
“现在车路通了，有人上门收购，光去年年
底，我养的猪就卖了2万多块钱。”

戴卫东介绍，今年上半年，扶贫队争取
30万元资金，扶持37户贫困户发展壮大传
统牛羊养殖业。 目前村里千亩油茶基地提
质改造完成，新增200亩优质油茶可望3年
后获利，集体经济利润达5万余元。

今年， 工作队还为沙湾村争取了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实施民居改造、庭
院硬化和改厕工程。

“可以讲我们沙湾村一年一个样，外面
打工的也敢把媳妇引回来了。”2018年，沙
湾村成功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村民们感
慨万分地说， 扶贫工作队就是沙湾村脱贫
致富的“摆渡人”。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见习记者 陈奕樊 通讯员 何雄

新邵县潭溪镇玄本村， 地处邵阳市与
娄底市交界，这里曾以“社情民意复杂、宗
族矛盾尖锐、村支两委涣散”闻名。

2018年3月16日， 省司法厅驻村帮扶
工作队进驻以来，啃下扶贫攻坚这块“硬骨
头”。全村99户382人建档立卡，已有90户
358人持续稳定脱贫， 整村综合贫困发生
率降至1.14%，整村脱贫出列，乡风也日渐
和畅。

摸清家底 精准施策
脱贫攻坚的重任，没有团结实干的村支

两委可挑不起来。帮扶工作队队长、村党总
支第一书记罗绍青决定从党建入手。班子不
齐心，罗绍青就利用各种方式跟党员干部谈
心谈话；党员不过党内生活，就严格落实考
勤和请假制度， 无故缺席按党章党规处理；
党员光表态不落实，就推行重大事项党员实
名投票制，说出来的话，要自己负责。

党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党风正了，
村风自然也好了。

“有房有车可以吃贫困，我凭什么不能
吃？”这是帮扶工作队入驻后，听得最多的
一句话。

顶住各种串联、诋毁、谩骂和威胁，帮扶
工作队严格对照政策标准， 与村民交心谈
心，共劝（清）退贫困户40户169人，新增贫困
户3户9人，确保全村无漏评户、无错退户、无
错评户，下好精准识贫的“先手棋”。

因户施策， 用好精准扶贫“政策牌”。
2018年以来， 全村实行易地搬迁18户，危
房改造71户，新建饮水工程3处。落实医疗
扶贫政策、农村低保政策、教育扶贫政策，
实现应保尽保、应兜尽兜。贫困户已全部稳
定实现“两不愁”，已脱贫户稳定实现“三保
障”和安全饮水达标。

产业先行 夯实基础
俯下身来， 亲吻土地，

脱贫致富路就藏在山野里。
2018年上半年，帮扶工作队
在短短时间里就完成贫困
户全走访， 村里一块地、一
丘田、一座山的实地考察。

工作队通过整合各种
项目， 筹集产业扶贫资金
278万元，村支两委和工作
队成立了“新邵县玄本农林
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统揽

“两园一厂一中心” 四大产
业， 积极推进4个产业扶贫
项目建设。2018年8月，大
棚蔬菜种植园，特色水果种
植园已建成，第一季特色水
果西瓜收获3万余公斤，纯
利润8万余元， 村民当年就
尝到了产业丰收的喜悦。

特色水果种植园种植
沃柑4000株、闫橙2000株，

2019年有望增加村集体收入100万元，到
时贫困户每户增加收入600元以上， 家庭
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3500元。

水产养殖中心3处山塘已修缮和新辟；
酒厂完成设备引进、 原料酿造和试验酒产
出。

产业先行， 工作组为玄本村谋就未来
发展之路。

工作组还多方争取基础项目资金
2000余万元， 其中省司法厅投入500多万
资金保障，稳步启动道路、饮水、文化广场
等基础硬件工程， 弥补民生历史欠账。目
前，3.3公里到组公路、5.2公里拓宽公路、
村内安全饮水工程、 法治文化广场已经完
成，村内道路亮化工程基本完成，村路通畅
了，村里环境更加优美宜居。

振兴乡村 文明乡风
3月29日， 玄本村举行了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启动仪式， 力求完成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的“无缝对接”，以产业、文化、
生态振兴来巩固脱贫摘帽成果。

7月，功德银行榜单发布，村民黄荣誉
因主动参与抢险和清洗道路主干道，以
118分位居榜首。如今，玄本村朝着美丽乡
村进发，好人好事越来越多，功德银行成为
了村民们树立道德新风的风向标。

在工作队的引导下， 玄本村还建立乡
贤理事会、红白喜事理事会、治安联防队、
人民调解委员会、管乐队、广场舞队、人居
环境卫生整治委员会等村民自治机构，积
极倡导“人人管事，事事有人管”良好氛围，
民主法治文明的新风随之而来。

今年3月以来，全村有4起白喜事，村民
严格执行节俭办丧事，不攀比、不浪费。村民
文化活动也日益丰富，每晚，村法治文化广
场跳广场舞、舞龙、吹拉乐器的村民各显本
领，热闹非凡，和谐喜乐氛围越来越浓。

精准扶贫在三湘

脱贫攻坚“摆渡人”
———记省民宗委驻保靖县沙湾村扶贫工作队

俯身大山“真扶贫”
———记省司法厅驻新邵县玄本村帮扶工作队

荨荨（紧接1版）即，全省30户以上的集中安置
点，全部委托省建工集团进行总承包建设，通
过设计优化、科学调度、合理安排、严控造价，
有效解决了项目建设进度慢、 安置房质量差
等问题，确保了质量安全和总体进度。这一模
式在全国其他省份复制推广。

通过集中安置，不仅集中了贫困人口，更
集聚了发展要素和扶贫力量， 加快了搬迁户
的脱贫进程。通道、石门、吉首、慈利等地大打
旅游牌，将集中安置点向景区靠拢；靖州、麻
阳、宜章等地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布局，建
设集中安置点……

全省2764个集中安置项目的选址向城镇
中心区、园区、景区和交通要道靠拢，集中安
置比例达61.5%。

“稳得住”：兴产业促就业，加快
脱贫致富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关键核心。 我省
各地将发展产业、 促进就业作为搬迁户脱贫
致富的“第一菜单”。

8月初，位于沅陵县太常乡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的向华电子太常“扶贫车间”内，搬迁
户杜婷婷正忙着组装电子零部件。“一年大概
有2万元的收入。”杜婷婷说。

沅陵县在全省率先探路“扶贫车间”模

式，重点引导电子、制衣制鞋、竹木加工、农
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有志返乡
创业者，到乡镇村集体闲置场地、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点， 创办厂房式扶贫车间，走
出了一条“企业+车间+贫困户”的脱贫帮扶
新路子。

参与产业建设， 加快了湘西地区搬迁户
脱贫致富的步伐。从2017年起，我省在易地搬
迁任务最重的湘西地区， 开展后续产业及就
业试点示范。 两年共安排资金1.05亿元，对
464个特色农林产业基地给予奖补，并引导搬
迁户向旅游服务业、 商贸流通业、 交通运输
业、制造业等二、三产业转移。

凤凰县做足旅游文章，70%的搬迁户吃
上旅游饭；古丈、保靖等地鼓励搬迁户参与“潇
湘茶”产业，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目
前已有2.9万名湘西地区的搬迁户搭上了“产
业脱贫”快车。

据统计， 全省上10万个易地扶贫搬迁家
庭通过参与产业建设实现了增收。

“融得进”：创新社区服务，巩固
后续帮扶

“搬到城里来了，广场舞越跳越起劲。”晚
上， 辰溪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锦滨家园的
搬迁户杨银娥， 经常到家门口的休闲广场跳

舞。
锦滨家园的周边配套建设了学校、 医院

等，小区内设置了便民服务中心、休闲广场、
医疗室、警务室，生活出行非常便捷。两年前，
杨银娥一家四口从火马冲镇凉水井村搬到这
里，现已融入这个“幸福家园”。

这是我省为促进搬迁群众和谐安居，积
极探索构建安置社区服务管理体系的生动实
践。

省发改委介绍， 各地积极创新安置社区
管理服务方式，促使搬迁户融入新环境，巩固
易地扶贫搬迁成果。

宁远县柏家坪镇， 在永州市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中率先成立党支部， 推选党员担任
楼栋长，开设党建室、农家书屋等，让搬迁户
从思想上拔穷根。

南县，20个县级集中安置社区建立了管
委会， 并从搬迁户中优先招录保洁保安、维
修、 维护等工作人员， 既加强了社区物业管
理，又为搬迁户提供了稳定就业岗位。

资兴市三都镇， 把集中安置社区与敬老
院相结合， 用星级服务和家的温暖对特困人
员集中供养，得到国家发改委的高度肯定。

凤凰县将“六月六”苗歌会暨帐篷美食节
活动的举办点，设在该县禾库集中安置社区，
丰富了搬迁户的精神文化生活。

目前， 全省2764个集中安置点基本建成
公共管理服务机构。搬迁群众易出了新天地、
过上了新生活。

8月18日，嘉禾县
珠泉镇丙穴社区，医
务人员为居民检查身
体。当天，该县人民医
院组织医疗小分队，
走进社区、 对口联系
村开展“下乡义诊，共
享健康”活动，为群众
免费提供义诊、 建立
健康档案、 宣传保健
知识、 常见疾病预防
答疑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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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
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