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云雄 高云兴）10月8日， 广西富川朝东镇岔山
村旅游红火， 相邻的江永县桃川镇大地坪村土特
产俏销。知情人介绍，两村20年前曾发生械斗，长
时间不相往来。近年，在两地党委、政府引导下，两
村共谋发展。为帮助岔山村发展乡村旅游，大地坪
村主动修建1公里公路， 方便游客进出岔山村。今
年1至9月， 旅游业带动两村村民人均比去年同期
增收860元。

江永县有25个村与广西富川、恭城、灌阳等
县的村庄交界。 过去， 争山争水等纠纷时有发
生，长达324.68公里的边界线成了“火药线”“矛
盾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永主动与富川、恭
城、灌阳等县建立边界治安联席会议制度，加大
宣传教育力度，使广大村民认识到“争则两败俱
伤，和则共同发展”，决心一起努力把边界线建
成“友谊线”“发展线”。江永勾蓝瑶村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今年入围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勾
蓝瑶村主动邀请相邻的广西富川的2个贫困村，
来参加尝新节、洗泥节等，共同策划发展旅游，
先后脱贫摘帽。

同时，江永与相邻的广西的乡镇、村开展联合
治安巡逻， 及时发现和互相通报矛盾纠纷隐患等
情况，协商解决问题。广西富川朝东镇高宅村支书
李成富介绍，一天晚上，高宅村突发山火，江永横
开河村100多名村民及时赶来增援，扑灭了山火。

边界安定，推动江永社会治安实现持续稳定。
2015至2018年， 江永先后被评为全省综治先进
县、全省平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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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龚柏
威 通讯员 王创新 ）10月10日上午，记
者来到益阳市赫山区宏安矿业， 看到原
先岩石裸露的石煤矿区，已被新绿覆盖，
污水得到处理， 水变清了……益阳市生
态环境保护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矿区
已完成整治任务，即将组织验收。

益阳市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为契机，贯彻落实省委书记杜
家毫1月16日在安化县杨林石煤矿实地
督导指示精神， 全力推进石煤矿山生态
治理工作。该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

任组长的石煤矿山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对22家石煤矿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不完
善、废水排放不达标、破坏生态等问题逐
一建立台账，制定了《益阳市石煤矿山关
闭治理工作方案》。

根据方案， 各区县整改主体责任单
位逐一制定各个矿山具体整治方案，明
确任务清单、路线图、时间表、责任人，并
将推进石煤矿山关闭治理工作纳入工作
考评、年终考核和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
形成了市、 县两级和部门协同共抓的合
力。

益阳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前
往安化县、桃江县、赫山区现场调研，一
线督导石煤矿山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工
作。市委、市政府督查室会同相关部门先
后4次对全市石煤矿山关闭治理工作开
展专项督查， 要求每家石煤矿山每周填
报一份治理工作进度表， 定期编发一期
治理工作简报， 保存一组每次督查调度
及治理前后的照片。市县两级自筹资金2
亿多元，争取国、省专项资金9300多万
元，对全市22家石煤矿进行全面整治。

2019年上半年，益阳已完成全市石

煤矿山退出任务。 目前，6家石煤矿已完成
治理待验收，其余16家石煤矿处理废水、处
置废渣、挂网喷浆、覆土复绿等工作，分别
完 成 任 务 的 100% 、98.95% 、63.47% 、
76.71%。预计2020年6月30日前，可全面完
成矿山治理任务。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杨娟

秋日的阳光下， 串串葡萄像珍珠一
样晶莹剔透。10月10日， 辰溪县柿溪乡
溪口村葡萄基地， 该村贫困户刘花正忙
着采摘“阳光玫瑰”葡萄。刘花说，她在葡
萄基地务工，年收入有2万多元，得感谢
“砂老板”。

刘花口中的“砂老板”，真名叫张贤
社。过去在村里采砂出了名，村民称他为
“砂老板”， 如今转型成了葡萄基地的负
责人。

今年63岁的张贤社是土生土长的
溪口村人。年轻时，张贤社种过田，当过
商场销售员，后来长期从事采砂。

溪口村靠近沅水， 村里没有支柱产
业，过去许多村民靠粗放型采砂为主，生
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村里一度被贴上
“脏乱差”的标签。

虽然赚了钱， 河水却由清变黄。对

此， 张贤社内心不是滋味，“那时候村里
河道破坏严重，水质也变差了，我心里打
定主意要通过发展绿色产业。”

溪口村水土资源丰富， 适合发展水
果产业。经过不断摸索，张贤社发现，村
里土壤适合葡萄生长，种葡萄生态环保，
还可以带动旅游产业发展， 助力乡村振
兴。 于是， 他放弃了从事多年的采砂事
业，一门心思放在葡萄产业上。

当时， 采砂行业可以说是一个香
饽饽，张贤社一年纯收入有30多万元，
而发展农业产业“靠天吃饭”，风险大。
张贤社的这一决定， 遭到家人强烈反
对。

“再也不能这样活。”张贤社说，挖沙
破坏环境，祸害子孙，应该想办法帮助更
多的乡亲发展绿色产业,共同致富。

张贤社一番推心置腹的话， 得到了
亲人们的理解。 几个儿女大学毕业后也
回来帮忙。

2013年，张贤社先后在村里流转上
百亩田地，成立葡萄专业合作社，带领村
民一起打造“甜蜜”的事业。

不懂种植技术， 张贤社拿着书本自
学， 不明白的地方就向县里农技专家请
教，并多次到外地参加培训学习，逐步从
一个“门外汉”成长为“土专家”。

为了提高葡萄品质， 张贤社不惜增
加成本，先后引入生物杀虫、水肥一体化
滴管系统等技术， 最终获得国家绿色食
品A级认证。

今年年初一场大雪， 基地的葡萄树
倒塌一半，损失惨重，但他紧咬牙关，带
领村民及时补栽。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几年发展，
张贤社葡萄基地的面积达220亩， 年产
量约15万公斤。基地还硬化了进园机耕
道， 平时可接待周边游客前来观光、采
摘。因为葡萄品质好、绿色无污染，产品
远销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一年产值

近200万元。
张贤社毫无保留地将种植技术传授给

当地村民。村民们还通过流转土地、基地务
工等方式增加收入， 合作社每年发给他们
的工资达30余万元，帮助一大批群众在家
门口就业，顺利实现脱贫。

溪口村贫困户张理刚在葡萄基地做
事将近5年，平时既可以照顾家庭，又可以
兼顾农活，一年收入有2万余元，两年前一
家人摘了贫困帽。谈及在家门口“上班”，
张理刚表示很满足， 觉得比在外面打工
强。

秋高气爽时节，溪口村瓜果飘香，不少
游客成群结伴来这里采摘葡萄、 游玩。“我
们将进一步改进技术， 打造生态葡萄品
牌。”张贤社说。

村支书张贤祥介绍， 张贤社累计帮助
300余名困难群众实现脱贫增收， 村民的
腰包鼓了，村里的环境也变好了，溪口村也
步入了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行列。

石煤矿山覆土披新绿
益阳22家石煤矿全部退出，6家完成治理待验收

“砂老板”迷上“甜蜜事业”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青林 邓玉洁）10月11日，祁阳县进宝塘镇河埠
塘村村医唐运林， 为80岁的村民张中贵测血压、
开药，耐心交待注意事项，张中贵很满意。

祁阳县有22个镇（街道）、560个村（社区），总人
口数108万人，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大。过去，该
县大部分村卫生室房屋破旧、设备简陋，群众不愿意
到村卫生室看病，宁愿去较远的县医院、乡镇卫生
院，就医成本增加，日常保健更无法保障。

今年，祁阳县全力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至9月底，全县投入3000余万元，建成面积在60平
方米以上的标准化村卫生室566个， 每个卫生室
分设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公共卫生服务
室。同时，通过调、派、聘任等，为每个村卫生室选
配1名合格乡村医生。通过公开招标，配齐了必需
的仪器设备。 还要求县直医疗机构专科医生定期
到村卫生室指导，帮助乡村医生提高业务水平。现
在，广大群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较好的医疗和
日常保健服务。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欧阳武
成 杨凯）“岩泉镇东岸村原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刘某，因非法
合伙开办烟叶加工厂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涉嫌违法犯罪问
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近日，宜章县岩泉镇举
行镇村两级干部职工大会， 会上公开宣布给予该镇东岸村
原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刘某开除党籍处分。

今年来，宜章县纪委监委为强化警示教育作用，重点做好
审查调查“后半篇文章”，按照“一案一警示”要求，通过现场宣
布处分决定、编制忏悔录、分类通报典型问题等方式，用好身
边反面教材为身边人敲警钟，让冷冰冰的处分决定“一张纸”，
变成以案明纪、洗涤灵魂的“一堂课”。“这种宣布处分决定和
警示教育同步进行的方式，给我触动很大，过去我们也学习通
报，看警示教育片，但都是发生在别处的，总感觉太远。”岩泉
镇纪检干部邓进军感慨道，“这次公开宣布会就是一堂零距离
警示教育课，用身边事敲警钟，对我们都是一种心灵洗礼。”

为加强纪律教育，增强警示震慑作用，宜章县纪委监委
加大典型案件通报曝光力度， 今年截至目前， 共通报10期
41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典型问题。同时，在
县委党校举办的各类培训班上增加“廉政元素”，先后对470
余名科级实职领导干部、530余名村（社区）“两委”主要负责
人，及120余名教育系统领导干部开展廉政教育培训，为广
大党员干部敲警钟，增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意识。

处分“一张纸”成警示“一堂课”
宜章重视做好审查调查“后半篇文章”

一个也不能少

昔日“火药线”
今成“友谊线”
江永320多公里湘桂边界线

安定团结持续稳定

祁阳实现标准
村卫生室全覆盖

10月12日，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桥村，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石潇纯教授（左二）带领研究生在农民家中调研。今年9月以
来，该校与油溪桥村签订校地合作协议，组织师生调研村级组织建设、乡村规划、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等问题，有针对性
地进行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陈凯琪 摄影报道

校地合作振兴乡村

长沙：军地联合
打造国防教育宣传长廊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邢骁 范远志 通讯员 胡
美俐）“内容丰富、制作精美，今后在家门口就能了解我军历
史了。”10月14日下午，在长沙市迎宾路，由省军区和长沙市
芙蓉区韭菜园街道联合打造的国防教育宣传长廊向公众开
放，吸引不少军迷驻足观摩。

该国防教育宣传长廊以省军区西侧260米长的围墙为依
托，分为“铁血军魂”“湖湘将帅”“经典红色故事”“永远的丰碑”4
个部分，图文并茂地展示我军发展历程和湖湘红色文化。我省
是革命的摇篮， 全省参加工农红军和工农地方武装约40多万
人；1955年至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期间，10大元
帅中的3人、10名大将中的6人、57名上将中的19人为湘籍，居全
国之冠。记者注意到，参观现场“湖湘将帅”部分围观市民最多。

省国教办相关负责人说， 国防教育宣传长廊凝聚我军披
风沥雨的光荣历史、镌刻着湘籍将帅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将
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阵地。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15日

第 2019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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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1040 351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23 173 194279

4 3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15日 第2019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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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10568580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4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013754
5 15917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53
59723

1208835
8700354

27
2207
45644
312775

3000
200
10
5

0414 25 28 3115

通讯员 饶雄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10月8日晚， 安乡县职业中专学校行政办公室灯火通明。
“学生小孙的贫困证明和建档立卡证明资料不全，师生测评怎
么高达82分？而学生小毛资料齐全，却只有54分？”学校纪检书
记谢玉安紧锁眉头，看着手中的贫困生资料，声音有些嘶哑。

“是高二年级12班的小孙、小毛吗？”高二年级组组长周
峻边问边翻看贫困生资料，“12班的班主任是孙子超老师，
这里面是不是有问题？”

学校资助中心赵平主任挠了挠头说：“我听孙老师说
过，他侄子这学期在他班上，小孙莫非是他侄子？”

“有可能！”后勤处李林冰主任说，“开学初，孙老师带他
侄子来给餐卡充值，报的名字姓孙。”

“难道孙老师真的以权谋私？”大家小声议论着，谢玉安
的脸拉得老长。

贫困生测评专题会议从晚上6时开到深夜11时。今年该
校有285人申请贫困资助， 而分配到校的指标只有215人，
意味着将有70人被筛选掉。能初次进入贫困生库也不容易，
他们都是通过学生申请、班级摸底、测评和走访才能入围，
每一个名单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

筛选的分量很沉重，测评组唯恐有失公平公正，漏掉一
个真正的贫困生。夜已深，灯光下，大家哈欠连连。经参会人
员审核、讨论和筛查，最后，还剩下33个证件不全及困难程
度不太明确的学生。测评组决定对这些学生的家庭再走访，
让每一个真正的贫困生都能得到资助。

9日， 太阳刚升起， 测评组成员已走在乡间小路上。小
孙、小毛两家是邻村。走访发现，受益于扶贫政策和扶贫干
部帮扶，小毛家通过稻田养鱼早已脱贫，今年正建新房。而
小孙家依旧是一栋老房，爷爷常年卧病在床，父亲原本靠养
猪维持生计，可今年猪生病，损失很大，急火攻心下病倒了。

实地走访还发现，小孙并不是孙老师的侄儿，孙老师的
侄儿确实也在12班，但并未纳入贫困生资料库。

经过再走访、再审核，测评组最后将小孙列为资助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