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山里娃插上自信翅膀
杨玉菡 蔡毅

9月21日， 安化县东坪镇槎溪村来了一群特殊的客
人：30名城市家庭成员在益阳市文旅广电体育局和该市
羽毛球学校负责人的带领下，到此走访贫困户。他们向4
户困难家庭献温暖，送上食用油与慰问金。

槎溪村是益阳市文旅广电体育局的对口扶贫村，原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27户，目前还有15户未脱贫，都是因
病因残致贫。 该村的蒋好秋身患肺癌， 丈夫靠打零工养
家，一双儿女在读书，生活颇为艰难。

“扶贫先扶智。” 该局副局长郭金光作为结对帮扶责
任人， 帮助蒋好秋的孩子申请助学金， 免去兄妹俩每年
3400元的学费，还经常送衣送物，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
上学期期末，谌礼贤考出了全班第一的好成绩。妹妹蒋礼
君也得到多方关照，学习成绩稳居班上第一。

蒋好秋等4户困难家庭，在驻村扶贫队的帮扶下，将
苦日子活出了甜滋味， 深深感染了30名走访家庭成员。

“他们历经艰难，却乐观生活，让我更珍惜当下的幸福，矢
志更加发愤学习。”11岁的李萌是山西省榆林市人，7岁
到益阳市羽毛球学校练习羽毛球。学生家长伍晓云觉得，
这样的活动让孩子沾泥土、识疾苦、懂感恩。

近年来，益阳市文旅广电体育局利用自身优势，在槎溪
村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扶贫。该局为村民送去健康扶贫,购置
4万元体育器材，供村民锻炼，并免费选送14名适龄儿童参
加2018年益阳市“体育·新时代” 青少年儿童羽毛球夏令
营。一周时间里，孩子们不但接受了羽毛球专业培训，与外
国选手交流切磋， 还参观了益阳市博物馆， 聆听了国学讲
座，增长了见识。其中，两个好苗子被选入益阳市羽毛球学
校。此外，该局组织开展广场舞培训、幼儿舞蹈美术培训、群
艺馆暑期留守儿童培训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还送戏下
乡， 向农家书屋送书， 将贫困儿童舞蹈表演推上了省赛舞
台，为山里娃插上了自信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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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肖星群 周桂发 ）9月24日8
时， 涟源市三甲乡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 搬迁户梁雪庄从自家所
住的三楼下到一楼旭辉首饰扶贫车
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能在家门口
就业， 月收入有2000多元， 她很满
意。据介绍，涟源全力做好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扶持工作， 全市所有易地
扶贫搬迁户，计14482名贫困群众全
部脱贫，2018年搬迁户人均纯收入
达到6080元。

涟源市对易地搬迁户后续扶持
实行“五个一”精细管理，“每个家庭
明确一名帮扶干部， 定制一个帮扶
方案，选准一项脱贫产业，每个集中
安置点建立一个服务中心， 完善一

套管理机制”，全面覆盖搬迁群众的
就业创业和生产生活。 通过举办月
嫂、厨师、建筑工等专场培训班，建
立劳务协作网络，开发管水员、护林
员等公益岗位， 优先保障劳动力较
弱的搬迁人口就业。 对各类经营主
体给予适当奖补， 鼓励企业吸纳搬
迁群众就业。 目前， 搬迁户实现了
“一户一人就业”目标。

该市依托娄底高新区扶贫产
业园和桥头河蔬菜、古塘金秋梨等
特色产业， 带动2800多户搬迁户
入股经营或劳动就业，户均年增收
7200元。 出台扶贫车间建设实施
方案，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利用集中
安置区的商业门面等配套物业建
立扶贫车间， 市财政适当给予场

地、设备、物流、就业等补贴。目前，
全市已有15家位于易地扶贫安置
点或安置区域的扶贫车间建成投
产， 吸纳1200余名贫困人口在家
门口就业。

同时， 积极引导搬迁户围绕全
市主导产业， 打造稳定增收的“当
家”项目。对通过家庭自主模式发展
产业的搬迁户，各项目主管部门、乡
镇、村和产业发展指导员提供信息、
技术服务， 帮助其与新型经营主体
建立利益联结， 签订农产品保底收
购合同。对全市223户整户无劳动力
搬迁户和家庭成员有残疾人员搬迁
户， 以易地扶贫搬迁结余资金投资
入股产业项目， 让搬迁户享受项目
经营红利。

湖南日报 9月 26日讯 （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聂 沛 通 讯 员
夏建军 ）秋季是收获的季节。衡山
县店门镇能仁村1170亩高山猕猴
桃基地， 村民们正忙着采摘， 为9
月底的猕猴桃文化节做准备。村支
书李定中介绍， 高山猕猴桃营养丰
富，不愁销路，按每公斤40元算，亩
产值可达1.2万元，在基地务工的40
余名贫困户可一举脱贫。

近年来，衡山县因地制宜，充分
利用当地农业资源优势， 重点培育
茶叶、茶油“两茶”传统优势产业，发
展衡山黄鸡、特色水果、优质稻及中
药材等区域性优势产业，引进紫薯、
西香瓜、板栗等特色产业，打造“一
村一品”，推进产业扶贫。目前，全县
128个行政村都有特色产业或产品，

初步形成3个特色农业产业带和2个
特色农业产业区， 实现了产业扶贫
全覆盖。去年底，全国“一村一品”产
业扶贫经验交流会在衡阳召开，“衡
山经验”受到广泛关注。

产业扶贫离不开龙头企业带
动。衡山县以“千企帮千村”为抓手，
推动龙头企业进村建设产业基地。
同时，探索形成“企业+村集体+贫困
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发挥龙头
企业的带动作用。截至目前，全县24
家省市级龙头企业建设了产业扶贫
基地，113家农业公司、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
经营主体，参与产业扶贫各
个环节。

针对一些有劳动能力、
有产业发展意愿的贫困户，

衡山县实施“一户一策”精准帮扶，
通过开展技术培训、 上门进行技术
指导等，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萱
洲镇贺家山社区居民唐中秋因残致
贫，合作社免费为其提供2亩西瓜苗
和肥料，并上门开展技术培训，还为
其申请5000元财政帮扶资金。去年，
唐中秋家年收入超3万元。

衡山县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5710户18803人，截至去年底已脱贫
14198人，全县26个省定贫困村已全
部脱贫出列。

“一村一品”“一户一策”
特色产业兴村脱贫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唐璐）9月24日，“一张船票

带我去看看”爱心助残活动在长沙橘子洲头举行，来自
长沙的100余名残障人士受邀登上橘洲之星邮轮，欣
赏湘江壮阔风光，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参加此次活动的100余名残障人士大多是第一
次登上邮轮。56岁的赵振刚是一名肢残人，因双脚行
动不便， 平时很少出门。 他说：“今天第一次乘坐邮
轮，近距离欣赏湘江的波澜壮阔，感受长沙的发展脉
搏，心情十分激动，难以忘怀。”

来自长沙市福康社工服务中心和蓝天救援队的
志愿者们为残障人士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服务。 特别
对肢体残障严重的服务对象， 志愿者们会背着他们
上下邮轮。 福康社工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70
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长沙市残疾人事业不断
发展进步， 越来越多的残疾人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
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享有者，关爱帮助残疾人、关
心支持残疾人事业也逐渐成为全社会共识。

长沙橘子洲头：

100余名残疾人
受邀登邮轮游湘江

9月24日，凤凰县禾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产业孵化园，凤凰同康民族服饰有限公司正式投产，扶贫车间内
一派繁忙景象。该县为让搬迁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融入、能致富”，通过实施“一户一人就业”等保障项目，引进
“易学、易做、稳定”的扶贫车间特色企业落户到安置小区，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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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后续扶持 实行精细管理

易地扶贫搬迁户全脱贫

涟源市

衡山县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9月 26日

第 2019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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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 1040 6011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37 173 144801

1 3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9月26日 第2019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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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6603031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1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717723
3 19691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88
57216

1141952
9471632

37
2242
44350
398816

3000
200
10
5

1505 21 25 3319

! ! "# "# $%&'()&*+,-./0123
456)& "$$ 78*+,-9:;<=>?@<ABC
DEFG012345H 5I6JK?LMNOGPQ*
+,-9:R*STUVH WXYWXZ[\GA]^0
_F`a;<bcdYeffghH

A*+,-ijklmGnoijp*qrs6tu
vWwnoIx?yz6{|}?~�6|}?,��Y
G��H e�%&���p&*���p&,������
����������6a)&*+,-9:AIN�ep

A[0_eH ����A���wyzG*+,-9:6 �
� ¡5¢£¤£6¥¦BCDE6§¨©ª« ¬4®
f¯°±²³2´6µUl¶pµU·*6+©¸g6¹v
º»¼}6¹g½»¼}6¹¾k»¼}6¿ÀÁÂÃÄ
ÅÆGg½ÅÇ6 ÈÉÊËmÌÍ*+,-9:Gno
�ÎÏ e

Ð?Ñ6LÒÓ6Ô&*+,-ijÕ§>�9:,
�Ö×6ØÙcÚÛÜp¥¦Ý×Þß6§ÅbàáâF6
µdG*qãä9:såGæ^çÏ v "$%& ÒµÓ6Ô
&ÊèUéª*+,ê9: ' 8ëìíª× %$ YH

!! " # $" #%&'(#

!"#$%&'()

!!"#$%&'$())*+,-./0
123456789:;<!""#$%&$!!'=>
?@AB

!CDEF"()"*+,$%-),)"....G*+H
I)JK=9:;<L) /)0)-1,=>?@
AB
!MN"*+OPQJRSTU,-.
/012VW561X3Y= 9:<234
#)%"%0-#%%=>?@AB
!Z[\]^_`a)*+ 5678 bK
c=K9<9)))0##&&=>?@Ad
!aef:"##,11,$0")0,0....;$gh&
*+ijklmK=K9<%9$999"-%=>
?@Ad
!nopF"(*$9*+$0%9%9%<<<<Gqnr
ZF"(1$91+$&0+9+%<<<<G*+,-./
012VW561X3Y=s9<Ltu
vF19+$G(+(1""+91+=>?@Ad
!wxyz{Q|}~*+����K
?=9:;<="(9&"091$=>?@Ad
!,-O���������*+��
3�=>?@Ad
!��Z*+,-./0123�56
7=9:;<2>4*%-%*$$#00=>?@AB
!g��*+,-���������
��������K7=9:;<#*9$--=
>?@AB
!g��*+,-wx�� ¡���
¢�����£¤��������K
7= £¤¥¦9<990"-9$$= �¢¦9<
+9%"%*999?99#90=>?@AB
!§¨*+P©Qª«¬®¯D�°
±²³K=K9;<PD³́ *990Gvµ
+*@19-@+"@0%1" 9= ¶· +00A,% ¸¹

���º»¼=½,-.y¾¿ÀÁÂ
Ã 199#BÄ ,, Å ,$ ÆÇÈUÉÊ9:;
"#99999999#1$$1 UË�ÌÍÎ ,qÏ� #
*+8ÐÑ>?@AB

!"#$%&'()*+,

�Òº»¼8½ÓÔy_ÕÖ×ÁÂÃ
ØÙÚÃ 19,0Ä ,9Å ,0ÆÇÈUÛ3Ü
ÝÞ³ß:; $1"#9,,,C5"C&D751E U
Ë�ÌÍÎ$Ï�*+=ÐÑ>?@Ad

-./01234567

�Òº»¼=½ÓÔy_ÕÖ×ÁÂÃ
àáÚÃ 19+% Ä 0 Å 10 ÆÇÈUÉÊ9
:; "(9+9(&99(9&11+ UË�ÌÍÏ�*
+=ÐÑ>?@Ad

-./892:;<=>?7

â=>?@Ad
!gãäF"((+10+$009$9-<<<<G*+
åæ¬çèéÝiêK= êmK9
;<0+999+(9&=¶· ++040( ¸¹â=>
?@Ad
!ëì*+Dí�î��Dïðñ�T
�^K=K9<("+19+"99(=>?@Ad
!òóô$õ¸ö÷ø*+����K
?=ùú=òû=¦9<F"#9&0%1#+=>
?@Ad
!~¸*+,-./0123�567
üc3Y=9:<1+&-"1--""=>?@Ad
!ýþÿ*+!"#Ù$¬-%& ++
9UiêK= K9<9999+0--= ¶·
+#-A1"¸¹â=>?@Ad
!�'*+,-�î����K=¦9
;<+9%#"+19+-9%99&1%1=>?@Ad
!()*+,-./����*+�
�qt0�qSJ�13�=>?@Ad
!23p*+45�� ¡���¢
U����K7=9:;<99#0"--+=>
?@Ad
!67*+JR89K= 89;<
9$#0"%=>?@Ad
!:;<=*+����K?= 9:
;<3"#9&910"0=>?@Ad
!ë>*+)?K= 9:;< @vµ
9+$-&1%=>?@Ad
!ABCF"#9+9#+$-$9%90<<<<G*+
D E F G H K = 9 : ; <
19+&919$90%05=>?@Ad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62 7 8 5
排列 5 19262 7 8 5 7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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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6县（市、区）
32个项目齐开工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 肖祖华）邵阳市一批重大项
目近日集中开工。以邵阳经开区为开工主会场，邵东市、邵
阳县、新邵县、隆回县、洞口县同步进行，开工重点项目共32
个，总投资70.08亿元。其中，产业项目26个，占比81.3%。

邵阳经开区和邵东新开工项目规模较大，其中，邵阳
经开区5个，总投资23.36亿元；邵东市12个，总投资19.16
亿元。 邵阳经开区韦全集团智能终端产业园， 总投资过
10亿元。

近年来，邵阳市大力推进“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战
略，成效显著。尤其是随着怀邵衡铁路、武冈机场等交通
线开通，为邵阳市带来更加优越的区位优势，加上成功纳
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投资价值进一步凸显，
产业项目建设快速增长。今年1至8月，全市309个市重点
项目顺利实施，完成总投资279.96亿元。其中13个省重点
建设项目，实现投资47.91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75.34%，
投资进度排名全省第2位。

位于邵阳经开区的亚洲富士电梯二期工程正式开
工。公司董事长王要辉表示，得益于邵阳市优质的营商环
境，公司发展很快，急需扩大生产。二期项目主要生产加
装电梯和智能立体车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省内最大的
电梯生产运营商。

治陋习 树新风

华容有个“农民故事会”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

“我为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们村的故事。95岁的戴全
秀老娭毑为了不摆祝寿酒， 召齐7个子女开了一次

‘家庭会’……”9月25日，在华容县团洲乡举办的第
二届“庆国庆暨治陋习树新风农民故事会” 活动现
场，7位村民代表讲述自己身边的故事， 引导广大村
民共同践行文明新风尚。

《要钱要得急，给伢老子做六十七》《当都管的故
事》《鲜花上祭生态安葬好》……一个个接地气、让人
感同身受的故事，引得现场干部群众时而捧腹大笑，
时而掌声连连。

“通过‘农民故事会’，宣传发动‘治陋习·树新风’
活动，在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团洲乡纪委书记包玲
颖说，自“治陋习·树新风”活动开展以来，该乡先后举
办了治陋树新暨人居环境整治广场舞大赛、村（社区）
红白理事会专项培训、“五美”评选、高考学子集体升学
礼等活动。现在，文明风气吹进了千家万户。

目前，华容农村已经掀起了讲故事的热潮。华容
县治陋办主任张宏介绍：“我们利用村民文化小广
场、文化大礼堂等，以讲故事为主，采取讲述、说唱、
方言相声、小品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宣传开展‘治陋
习·树新风’工作。讲述人以村里致富能手、优秀党
员、 先进人物和大学生为主， 同时发动村民广泛参
与，取得很好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