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伍交才 陈志林

10月9日，秋高气爽，溆浦县葛竹坪
镇横路村74岁的村民刘兴发来到自家油
茶地里， 采摘油茶果。“趁天气凉爽赶紧
收回家， 村里油茶专业合作社会上门收
购，今年茶籽24元一公斤哩。”刘兴发乐
呵呵地对记者说。

刘兴发是一名有着49年党龄的老党
员，妻子和儿媳患多种疾病，一年治疗费
要花三四万元，孙子孙女在校读书。早几
年， 全家收入来源仅靠儿子一人在外打
工，刘兴发自己务农补贴点家用，日子过

得紧巴巴的。
2014年， 刘兴发家被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国家对贫困户自主发展、 经营
产业有很多优惠政策， 你可以把闲置的
土地利用起来，种经济作物。”村党支部
书记罗太生隔三岔五来刘兴发家， 宣讲
党的脱贫攻坚政策， 为刘兴发出谋划策
寻找致富门路。

2015年， 刘兴发把远近抛荒的田土
种上玉米、红薯等，早出晚归辛勤劳作。
可普通农产品市场价格不高， 年底一盘
算，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

刘兴发不气馁。在帮扶干部指导下，
他把原来种红薯、 玉米的土地种上金银

花、太子参、玉竹等中药材。
“他经常天蒙蒙亮就扛起锄头往地

里跑，干的活比一个壮劳力还多。”刘兴
发的老伴向明群有些心疼地说。

天道酬勤。2017年，刘兴发种的农作
物丰收，中药材市场行情不错，全家收入
一举越过了贫困线。

双手拼得幸福来。2018年，刘兴发继
续苦干，养猪，种金银花、油茶、玉竹等，
还手工制作红薯粉1300余公斤， 年收入
近5万元。

“刘兴发自立自强、不等不靠，这种
精神值得学习。” 村干部向长银介绍，刘
兴发还热心村务，支持公益事业。

“不能什么事都等着干部来帮忙，不
能什么困难都等着政府来解决， 我们要
自力更生、互帮互助，尽早拔掉穷根。”刘
兴发说。

双手拼得幸福来
———老党员刘兴发脱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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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杨坚 尹建国 张振明）夫夷水漫江
碧透、青山倒映，两岸橙黄橘绿，一群群白
鹭在嬉戏觅食……10月10日，一群来新宁
县游览的客人， 被眼前美景陶醉， 流连忘
返。据介绍，新宁县通过建立健全“河长制”
等制度，保护好一江碧水，并将河流治理与
绿色生态发展结合起来，环境越来越美，游
客也越来越多。

新宁生态资源丰富， 拥有世界自然遗
产崀山、红色旅游区老山界等，而且境内水
系发达，河流众多。近年来，该县大打生态

牌，做活山水文章，在进一步加强崀山等景
区景点建设的同时，狠抓河流治理，保护好
一江碧水。

为确保大、小河流都有守护责任人，新
宁建立健全“河长制”，全县共设县、乡、村
三级河长144人。 明确河流治理目标、责
任，制定具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挂图作
战。 全县还组织环保志愿者近1000人，对
河流垃圾进行清理。 在夫夷水主河段和支
流入河口等处安装摄像头， 全面监控河道
保洁和采砂情况。对每个河段不定期巡查，
今年来已出动执法车300余台次、 执法船

110余艘次、执法人员1300余人次，收缴电
鱼机422台、地笼1000余条、粘网200余条。

通过治理，夫夷水等河流更加澄净、灵
秀，为新宁旅游增添了新的亮色，提升了崀
山等景区整体品质。 新宁还利用夫夷水做
起水文章， 开发竹筏环保漂流和鲤溪谷皮
筏漂流，吸引大量游客，解决了当地100
多名农民就业。同时，在丹山绿水间，打
造“百里脐橙连崀山”景观，发展特色脐
橙产业和旅游经济， 取得良好经济与生
态效益。

新宁金石镇白沙片区石湾4组村民

徐三红，以前依江开办农家乐，后在镇河长
办引导下，拆除江边违章建筑，种植脐橙。
他结合脐橙与山水美景开发休闲游项目，
日子越过越好。目前，他正以自身经历为原
型，创作一台乡土剧，说唱“河长制”，赞美
家乡新农村建设。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谢植平 朱佑勇）10月8日，郴州市汝
城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森林防火指挥中心
一块大屏上，滚动显示着周围几公里实时监
控画面。该公园自去年运行“智慧林业”系统
以来，已调度处置车辆事故、雨雪恶劣天气
等突发、异常事件300多起，并协助交警、森
林公安部门破获多起涉林犯罪案件。

郴州市是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森林覆

盖率居全省前列。为全面管护好各林区，近
年来，该市整合相关项目资金，建成“智慧
林业”系统。系统分设林业信息中心、营造
林管理系统、林火监控平台、护林员GPS定
位调度平台、 古树名木管理系统及应用平
台等。 还建有森林资源管理、 林业产业管
理、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管、智慧林地信息服
务等子系统，实现了智慧化林业管护。如林
火监控平台， 通过在全市林区安装高清可

见光和红外热成像摄像仪， 具有透烟、透
雾、红外夜视等功能，可对巡航区域内森林
火情进行24小时远程监控。智能设备一旦
发现疑似烟火， 就可通过后台火情预警分
析系统， 实现林火自动检测、 识别和报警
等， 并通过系统报警平台为指挥中心及时
提供现场信息， 使指挥中心能在第一时间
通知防火部门赶赴现场处置。

运用“智慧林业”系统，还可实时获取

地面土地利用状况、林木生长状况、病虫害
蔓延趋势等信息， 对全市森林资源进行动
态监测，大幅提升森林火灾预警、处置等能
力。今年上半年，郴州市森林火灾发生数、
火 场 总 面 积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79.48% 、
76.08%， 森林防火工作取得近5年来最好
成绩。目前，该市林业信息化率已达92%，
领先全国， 被评为全国林业信息化建设十
佳市级单位。

湖南服博会
在株洲闭幕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罗金
鹏）今日，2019湖南服饰博览会暨芦淞服饰节在株洲
市芦淞区闭幕。

这届节会为期3天， 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
国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联合会指导，省商务厅、株
洲市政府主办。展区面积4000平方米，突出展示本土
服饰产业， 创新推出服饰产业对接会、 品牌与商超

“相亲会”以及原创品牌时装秀、“原创·时尚”服饰精
品展、湖南第三届服饰产业高峰论坛、青春动力服装
设计大赛、“新零售”专题培训等活动。

这届节会还首次安排了童装品牌及本土独立设
计师品牌展示， 并在特装展位区设立1个网红直播
间，现场展示服饰电商新模式。

以义工之举 行代表之责

安乡拓宽人大代表
履职新路径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通讯员 李成文 见习记者
陈奕樊）近日，由安乡县黄山头镇20多名人大代表组成
的志愿服务小队，先后来到沙堤村、丁福村、凤凰社区
等地，开展“助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志愿者们拿
着扫帚、铲子、钳子等工具，按照分工有条不紊地开展
生活垃圾清扫、杂草清除、沟渠清理等整治。经过辛勤
工作，不仅使村容村貌变得整洁有序，还以自身行动有
效地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环保意识。

为切实拓宽代表履职新路径， 助推当地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展现人大作为，今年4月，安乡县人大
常委会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在全县各级人大
代表中部署开展了“每年为选区和人民群众创办一
件公益事业、帮扶一户困难家庭、化解一起群众性矛
盾、提供一个致富信息、参加一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代办一件具体事情”的义工“六个一”活动。其
中， 县人大代表以各个乡镇人大主席团为主组织实
施， 分类建立活动台账， 纳入基层人大工作考核范
畴，作为年底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同时，强化对代
表义工活动的业务指导和日常督导， 定期开展明察
暗访，确保活动实效。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汤平介绍，义工“六
个一”活动的广泛开展，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环境保
护、助学帮扶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驻深
柳镇县人大代表刘连礼，通过发动贫困群众，提供致富
信息，引进先进技术，安排残疾人就业，发展种植阳光
玫瑰葡萄1000多亩，实行订单化销售，前景十分可期；
常德市人大代表、安康乡仙桃村党支部书记吴刚，通过
深入细致、艰苦卓绝的工作，流转土地2000多亩，引进
资金1000多万元，集中连片搞综合开发，解决了近百户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问题。此外，结合国家卫生县城复审
这一县委政府的中心工作， 各级人大代表主动下到包
保路段路口开展交通劝导， 深入社区开展“清除牛皮
癣，争做文明人”活动，进门上户宣传国家卫生县城知
识，为顺利通过检查做出了人大贡献。

江永祁阳获评
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试点建设县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任泽旺 刘得花）10月12日，在四川
洪雅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森林康养与乡村振
兴大会上传来喜讯，我省江永县、祁阳县被
评为2019年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
县。同时，我省双牌县五里牌镇被评为全国
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镇， 我省石门县白
云山森林康养基地等12个单位被评为全国
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

江永县森林覆盖率71%， 有1个国家级
森林公园、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个国家
级湿地公园、1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名胜区，
全县月平均负氧离子浓度为每立方厘米
1116至2131个。以千古之谜女书、瑶族故地
千家峒、 千年古村上甘棠为主的“三千文
化”享誉中外。近年，该县旅游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年接待游客556万人次。

祁阳县森林覆盖率达60.42%。 依托当
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该
县制定了“一带一廊三心五区”森林康养产
业布局规划，计划用两年时间，打造湘江风
光康养产业带，322国道和320省道康养自
驾体验廊道，北部、中部、南部3个康养服务
中心，以及城区、东部、东南、西南和北部5
大森林康养功能区。

� � � �“上访村”变“美丽乡村
建设重点村”
冷水滩区“乡贤”
促进乡村治理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李辉 冯丽萍）青山绿水环绕，小游
园精美别致，520级登山天梯向上延伸……
金秋时节， 永州市冷水滩区花桥镇敏村游
客如织，这里已成为市民休闲娱乐“打卡”
之地。

以前，敏村生态破坏严重，集体经济薄
弱，村民上访不断。2015年，冷水滩区在敏
村开展“五老”调解试点。当时，70岁的新乡
贤周元纯组建了一支13人的“五老” 支援
团，后发展成为20余人的“乡贤团”，他们在
村党支部领导下， 发动村民制定和推行村
规民约“十坚持十不准”，并积极筹资金，支
持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几年过去，一个“上
访村”变成了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重点村、国
家3A级景区。

据了解，近年来，冷水滩区扎实推进自
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形成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全面
抓好村（社区）综合治理、信访维稳、扫黑除
恶、网格管理等工作，同时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倡导文明新风，动员“乡贤”回馈家乡，
推动乡村振兴。目前，全区183个行政村都
组建了一支由3至6名“五老”人员组成的义
务调解员队伍，全区还募集治安志愿者2万
多人，为乡村治理注入力量。

2017年以来， 冷水滩区连续两年被评
为全省综治工作先进县（区），还被评为全
国社会治理创新优秀县（区）。

郴州“智慧林业”信息化率领先全国
可实现火情自动检测、识别和报警等

以河流治理助推绿色发展

新宁 健全“河长制”保护好一江碧水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放电影了，大家快来看！”
10月7日晚7时， 邵阳县谷洲镇小江村文
化广场十分热闹， 忙碌了一天的村民纷

纷走出家门看电影。 今年65岁的退休干
部颜延寿听说当晚放映的电影是《开国
大典》与《刘老庄八十二壮士》，早早领着
一家人来到村文化广场，坐在最前排。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从9月份
起，邵阳县利用农村电影“村村放”平台，精
心准备了30余部红色电影，组织27支放映
队70名农村电影放映员与青年志愿服务
者，分赴全县418个村(社区)免费放映。该
县还制作了新中国成立70年发展成就专
题宣传片头，放映前以幻灯片形式播放。

邵阳县红色电影“村村放”

重建家园
上图：10月12日，保靖县葫芦镇葫芦村官庄组，干部群众在受灾区域

清理烧毁的木料。10月5日晚，该组突发火灾，烧毁、损毁房屋68栋，涉及村
民63户283人。目前，受灾群众均已得到妥善安置，灾后重建工作正在积极
展开。

左图：10月12日，保靖县葫芦镇葫芦村官庄组，安置点救灾帐篷区。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宿任人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13日

第 20192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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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1040 304720

组选三 494 346 170924
组选六 0 173 0

0 7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13日 第2019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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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95885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3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637937
4 21471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57
57662

1181271
6602095

24
1661
39572
224868

3000
200
10
5

0105 28 32 3311

郴州“智慧林业”信息化率领先全国
可实现火情自动检测、识别和报警等

以河流治理助推绿色发展

新宁 健全“河长制”保护好一江碧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