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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吴松枝

片片青山，高低起伏。茶海深处的古丈
县，城区、乡村坡高路窄，贫困人口多。为加
快脱贫致富步伐，古丈县按照“村为基础、
统一规划、连片推进”的扶贫开发思路，建
设扶贫车间，让贫困群众就近就业、灵活做
事。扶贫车间给贫困群众带来的，是幸福的
新生活。

贫困户成“上班族”
搭好立方体支架、四面装好碳晶板、封

顶……9月16日上午， 在古丈县红石林镇
茄通村湘西得象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开设的
扶贫车间里， 红石林镇团结村贫困村民田
凯在制作一个个“暖立方”。

湘西得象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是山东得
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专业从事
碳晶平面发热材料研究与应用。去年12月
26日， 该公司在茄通村开设扶贫车间，安
排就业60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群众40
多人。

“离家近，有收入，老婆孩子在身边，知
足了。”田凯说，以前在沿海打工，回家一趟
不容易。 现在妻子向赐玉也在扶贫车间上
班，他每天骑着摩托车，载着妻子，从团结
村到茄通村的扶贫车间只要10分钟，早八
晚五上下班，两人同进同出，成了地地道道
的“上班族”。一双儿女分别在古丈一中和
芙蓉学校读书。家里虽然还不富裕，但有了
稳定收入，一家人日子越过越好。

“月工资2000元左右，做满一年还加
薪。”田凯看着妻子开心地说。

湘西得象能源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
海军介绍，下一步，公司还将陆续开设一些
扶贫车间，第二批就要招聘100多人，优先
聘用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目前， 除湘西得象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外，古丈县农家女素绣有限公司、默戎苗寨
乡村游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也投入扶贫帮
困中，共开设扶贫车间16个，安排就业697
人，大多为贫困群众。

“闲时”绣出新生活
9月16日下午2时许，温暖的阳光洒在

古丈县古阳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新
民家园，13栋房屋错落有致排列。 新民家
园从去年初开始陆续入住， 目前已居住搬
迁户297户1043人。

居住区左侧开设了一个扶贫车间，40
多平方米的车间里，编织改良的布草鞋、绣
土家族苗族民族服饰袖口领花……十几个
经过培训的妇女干得起劲， 身边还摆放着
婴儿车、背篓等。

这个车间是古丈县农家女素绣有限公
司开办的，这里用工灵活，计件算工资。“她
们有的把小孩带到这里照顾， 有的利用接
送小孩上学的空当来这里做事。”公司负责
人王莲玉介绍。

“有空就来，一个月赚1000多元钱。”
李金平正在车间“T” 形木架上编织布草
鞋，额头渗出一些汗来。她一家人从古阳镇
且茶村搬到安置区新居近1年， 两个女儿
都上大学了，她每天过得很充实，早上送读
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去古阳小学， 接着来车
间工作，等儿子放学再去接。“她很勤快，做
事麻利。” 王莲玉一边看她做事一边夸赞。
李金平不说话，手上功夫不停，只是笑。

老家在新疆吐鲁番的刘弯， 也在认真
绣袖口的花纹。她嫁到古丈7年，记者与她
交流时， 普通话、 本地方言她都说得很流
利。

“很喜欢这里，空气很好，下楼就可以
工作。”去年6月，刘弯的丈夫带着她和一双
儿女， 从断龙镇白溪关村搬进安置区100
平方米的新房，如今儿子读小学，女儿上学
前班，丈夫做点小生意，自己做手工赚点收
入，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花、树叶、蝴蝶……这些绣品，李金平、
刘弯等女工一针一线绣出，朴实而精致。

今年来， 古丈县人社局等部门采取多
项措施， 扎实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就业困难
人员帮扶工作。至9月底，全县易地搬迁贫
困户678户2831人，基本实现每户至少1人
就业。

就近就业、灵活做事———

古丈扶贫车间带来幸福新生活
岳阳与湖南电力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投入电网建设资金115亿元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杨

小丽 李奕佳）2019年至2022年，国网湖南省电力有
限公司将在岳阳市投入115亿元， 用于电网建设。今
天上午， 岳阳市政府与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岳阳市政府和国网湖南电力将就加
强智能主电网建设、加快现代城市配电网建设、积极
推进乡村电气化、加强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打造良
好营商环境等，加强合作。双方约定，国网湖南电力
在未来4年，在岳阳市投入115亿元用于电网建设，加
快推进中心、康王、滨湖等一批重点电网建设，并简
化供电服务流程，推进泛在电力物联网项目建设，推
动岳阳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发展。岳阳市政府将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优化电网建设环境，健全工作体系，
建立工作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将电网项目纳入各级
政府民生保障工程，并加强电力设施保护，推动实现
互利共赢战略目标。

岳阳市委书记刘和生表示，能源电力是岳阳市重点
打造的7个千亿产业之一，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进一
步加快岳阳电力设施智能化、绿色化、现代化步伐。

长沙挂牌督办
9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记者今天
从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悉，日前，长沙市政府挂牌
督办9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督促这些单位及时整改
重大火灾隐患，确保公共安全。

9家挂牌督办单位为聚石化学（长沙）有限公司、
金都水岸大厦、浏阳市工业品综合大市场、湖南省医
药有限公司、龙吉湾小区、永州市冷水滩区军联物流
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航线大厦、长沙市金枫市场管
理有限公司、正荣财富中心。这些单位存在室内消火
栓无水、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使用、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疏散指示标志及应急照明
设备损坏等重大火灾隐患。

目前，长沙市政府依法对这9家单位下达了重大
火灾事故隐患治理任务， 要求其严格落实隐患治理
责任， 迅速根据发现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隐患治
理方案，如期完成整改。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肖力元 赵四荣 程建铭 ）9月16
日，记者来到衡南县三塘镇神山村，与村
民胡某谈起禁赌， 他说：“我是禁赌受益
者，现在靠自食其力养鳜鱼，走上了致富
路。”

前几年，胡某沉迷赌博，欠下一身债
务。现在，他戒掉赌博恶习，承包村里100
多亩水面养鳜鱼，年利润达20多万元。

去年以来， 衡南县部署专项行动，大
力整治农村赌博现象， 净化社会风气。县
公安机关充分发挥近500名农村片警、社

区民警、驻村辅警的作用，深入农村重点
场所、重点部位，细致摸排赌博线索。并设
立举报电话和300多个举报箱， 紧紧依靠
农村干部群众提供赌博线索。 一年多来，
共收集涉赌违法犯罪线索80余条。 同时，
打破警种界限，整合治安、刑警、巡特警、
对赌博违法犯罪打合围战、攻坚战、持久
战。目前，全县已捣毁农村赌博窝点17处，
查处赌博违法犯罪嫌疑人238人， 其中依
法刑事拘留58人、治安拘留180人。

官新高速公路
启动建设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通讯员 周云峰
曾繁建 记者 邢玲) 9月16日，官庄至新化
高速公路征地拆迁动员大会在安化县召
开，30万柘溪库区人民期盼已久的官新高
速公路建设拉开序幕。

官新高速公路为国家高速公路网G59
呼和浩特至北海高速公路的一段，起于沅
陵县官庄镇沐濯铺，终于新化县琅塘镇水
口坑，全长77.6公里，概算投资136.5亿元。
安化县是官新高速公路建设的主战场，境
内全长52公里。官新高速公路连接安化与
怀化、 娄底、 常德等地公路， 把G536、
G354、S317(茅东线 )、S238等公路“织”成
网，对进一步改善武陵山片区交通运输条
件、开发区域旅游资源、促进沿线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通讯员
李元舫 徐晓海 记者 肖洋桂)“过
去，粪水乱流，蚊子满天飞，现在气
味没了，红花绿草的，好舒服。这个
猪场环保设施大改善， 我们蛮满
意!”今天，安乡县安障乡黄山岗村
村民许红军兴奋地对记者说。一旁
的村支书赵勇立马接过话说，何止
是养猪场的改造， 还有生活污水、
农田废水和养殖污水治理，现在村
里水清天蓝，房前屋后都干净了。

这是安乡县农业农村局稽查
组对该县澧水流域的面源污染综
合治理试点项目内部验收的一个
场景。这个项目也是澧水流域第一
个试点项目，上级部门还未最后验
收，就迎来了湖北咸宁、江西贵溪、
安徽池州等地人员前来考察学习。

新组建的安乡县农业农村局，
创新方式强化项目监管。该局要求
所有项目必须纳入全局台账式统
一管理， 并把所有项目集中起来，
融合实施，力求效果最大化。还新
成立稽查组， 全程监督所有项目。
所有干部职工都是项目督查员，齐
抓共管确保项目高效安全实施。

今年来，该局实施的项目包括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代农业特
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改(新)建农
村户用厕所等16个，总投资10858
万元，全部纳入新监管方式，群众
满意度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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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整治赌博净化农村风气
捣毁赌博窝点17处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曹富蓉 刘国剑 ）“谢谢你们救了
我和孩子，也感谢所有一路上帮助我的好
心人！”9月17日，在耒阳市妇幼保健院，刚
当上妈妈的郭洪英感激地说。

9月16日，郭洪英与丈夫乘Z98次列车
回郑州老家待产。当晚10时22分许，她突

然一阵肚痛，随即出现羊水破裂等临产症
状，情势危急。此时列车正行驶在京广线
郴州至耒阳段，乘务人员当即与衡阳车务
段耒阳站沟通，请求临时停靠，并请车站
做好相关救助工作。

晚10时54分， 列车在耒阳站停稳。已
在站台等候的车站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

立即迎上前去，将郭洪英扶上担架。随后，
120急救车火速将她送往耒阳市妇幼保健
院。

经医护人员3个多小时精心救治，9月
17日凌晨2时14分许， 郭洪英顺利产下一
名女婴。

“送医很及时，否则，宝宝在羊水流尽
后会发生窒息，严重的话会引发产妇大出
血，母子都有生命危险。”郭洪英的主治医
师许芳介绍。

孕妇列车上临产获救援

�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金慧）长沙市发
改委近日发布《关于优化景区门票结构
及降低部分景区门票价格的通知》，宣布
自10月1日起， 优化长沙天心阁阁楼、长
沙生态动物园门票， 并降低长沙靖港古
镇景区、 长沙光明蝴蝶文化主题公园门
票价格。

目前，长沙天心阁阁楼、长沙生态动
物园门票票种单一。为便于消费者自主选
择，增设普通门票票种，价格分别为每人
次30元、40元。 原邮资纪念明信片门票继
续保留，价格不变。

同时，靖港古镇景区门票价格将由每
人次78元降为65元，长沙光明蝴蝶文化主

题公园由50元降为40元。此外，景区不得
在出售门票的同时代收保险费，应向自愿
购买保险的游客设立单独收费窗口。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之际，长沙
降低部分景区门票价格，旨在让市民共享
长沙高质量发展成果。” 长沙市发改委党
委书记、主任夏文斌表示，将带邮资明信
片门票选择权交给游客， 恢复普通门票，
是为了防止强行搭售。发展全域旅游要告
别“门票经济”思维，延伸产业链，提升游
客体验感，切实做到降价不降质。

长沙部分景区门票降价
10月1日起执行

做强
中医药产业

9月16日，怀化高新区湖
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工人在生产口服液制剂。
该公司是我省大型医药制造
企业，近年依托雪峰山脉和武
陵山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建
设药材基地5000多亩， 自主
研发了四大系列产品，获得发
明专利40余项。 今年1月至8
月，公司完成工业总产值4.78
亿元，同比增长8.23%。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谌海平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9月 17日

第 2019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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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1040 474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33 173 230609

2 1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9月17日 第2019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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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63640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21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2 8306978
12 9481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79
86504

1598625
9087920

81
3413
62032
371501

3000
200
10
5

1006 17 28 3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