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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通讯员 曹
航 黄树兰 记者 颜石敦）10月13日，全
省产业扶贫工作推进会在汝城县召开，
“千企帮村万社联户”工作推进会同时举
行，汝城经验得到推广。

汝城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罗霄山片区连片扶贫开发县。 针对贫困
群众缺资金、产业、技术、销售路子的状
况，近年来，该县坚持“人人有技能、户户
有产业、村村有基地、全县有特色”目标，

探索推行“绿色化、市场化、品牌化、产业
化”扶贫路子。据介绍，至去年底，全县80
个贫困村全部实现脱贫出列， 累计脱贫
18220户60275人，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
19.81%下降为去年的0.89%， 产业脱贫人
数占比超过85%，实现整县脱贫摘帽。

汝城县出台《汝城县产业扶贫奖励扶
持办法》《汝城县精准扶贫产业项目奖励扶
持办法》 等， 对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进行扶
持，对带动作用强的企业、合作社给予信贷

支持、专项奖补。大力实施“一乡一业、一村
一品”工程，建设种养示范基地267个，发展
绿色蔬菜、生态茶园、特色水果33万余亩。
该县先后获“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全
国蔬菜生产重点县”“全国无公害生猪养殖
县”“全国十大生态茶叶县”等称号。

该县采取“企业引领、能人带动、农户
参与”的方式，发展省级、市级农业龙头企
业20家，创建示范合作社82家，培育家庭
农场415个，实现村村都有合作社，项项都

有带头人。 泉水镇秀岭村村民胡宝松带头
成立卓越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 购买农机
具，流转1300多亩土地种辣椒，在自己致
富的同时，还带动200多名乡亲增收。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章焱平 周健 秦官仂) 10月8日
晚9时30分左右， 是衡东二中学生下晚自
习回宿舍就寝的高峰期。 高一年级374班
学生曹文浩站在宿舍大门人脸识别摄像
头前，对着机器一刷脸，闸机迅速自动开
关。同时，坐在教室的班主任老师王辉手
机也收到了每个进出宿舍学生的照片、姓
名、时间等信息。这是该校与县联通公司

合作打造的“刷脸”门禁安防系统，也是衡阳
市第一所应用人脸识别的学校。

近几年来，衡东县委、县政府提出，要把
校园建成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制定出台
一系列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的规范性文件，明
确规定，对全县276所中小学校、幼儿园的安
保设备进行大幅整改提升。县财政筹措资金
近亿元，配备配齐校园安全防控设施。截至
今年10月上旬，全县148所公办中小学校、幼

儿园设置了减速带及防撞墩，安装隔离栏等
安防设施，装备执勤人员防暴头盔、盾牌、橡
胶警棍等物防器械500多套。

该县加大对校园信息技术的运用，提
升安全技术防范水平。 与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开展“智慧校园”建设合作，县里先后
在武家山学校、杨山实验中学、进修学校等
校园，重点建设刷卡刷脸智能门禁系统。同
时,对全县148所公办中小学校、幼儿园的

视频监控设备进行提质改造， 实现了校园
视频监控全覆盖。

衡东整合公安、教育、市监、文化等职
能部门执法力量， 建立高效有序的校园及
周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联动机制， 努力打
造社会更安心、家长更放心、学生更舒心的
校园安全环境。去年，衡东二中、衡东五中、
三樟镇大桥中学3所学校被评为“湖南省平
安文明校园”。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曹
书为）昨天，中车株洲电机公司举行2019“突破科技、
引领未来”公司升格10周年新能源汽车电机新品发布
会，同步举行“湖南省新能源汽车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揭牌仪式。

近年来， 中车株洲电机依托高铁核心技术进行平
移和突破，设计研发了系列化、标准化、模块化的新能
源汽车驱动产品谱系，构建形成了覆盖电动车桥、轮边
轮毂驱动、混合动力系统、永磁直驱、硬绕组等技术特
征的客车、物流车、乘用车3大产品平台，此次发布研制
成功的A00-A0级乘用车高集成电驱动系统电机新
品，具备平台模块化、高集成、轻量化、少稀土、高性能、
高转速、低成本等7大优势，彰显当今电机、控制器和减
速箱深度集成的“三合一”电驱系统主流技术路线，标
志其在高端永磁电机领域的又一次变革性突破， 代表
了湖南电机在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研制技术、 制造工
艺、试验能力的国际先进水平。

中车株洲电机董事长、党委书记周军军表示，他们
将以湖南省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揭牌为契
机，充分发挥公司机电行业技术经验积淀，致力面向全
球客户研制提供小型化、轻量化、适应批量化生产的可
靠产品， 促使单一产品供应商向动力总成驱动方案提
供者转型， 与世界汽车制造商携手引领汽车行业的创
新发展，迈向更清洁、更环保的未来。

目前，该中心已经成功研发适用于纯电动与混合动
力车辆的6至12米与12米以上客车电机、2至8吨物流车
电机及乘用电机等系列产品， 涵盖4个平台40余款，已
有1万多台新能源汽车电机在全国各地稳定运营。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刘飞 刘健 吴智睿）16日上
午，邵阳县举行“国家扶贫日”大型扶贫
公益活动，爱心商会、单位、企业和爱心
人士踊跃参与募捐活动， 共募集爱心善
款2628.139万元，爱心牛奶8000件（价
值500多万元）。

邵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该
县坚持政府引导、社会主体、群众参与的
精准扶贫思路，积极倡导“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的全民公益理念，动员社会各方
力量参与扶贫开发， 得到社会各界人士
积极响应，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

活动现场，还对2019年“百企（商
会）帮百村”“光彩事业”和“国家扶贫日”
邵阳县扶贫公益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广东省湖南邵阳商会等6家商会授予“最
美扶贫商会”荣誉称号，对邵阳县和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49家企业授予“最
美扶贫企业”荣誉称号。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训忠 黄文颖）“请问您小孩考
上北京科技大学后， 收到了区里发放的
助学金吗？”近日，在郴州市北湖区仰天
湖瑶族乡红花村， 来访的区团委书记楚
挺征询问大学新生助学金申请人小肖的
父亲肖易勇。

今年来，北湖区组织有关部门、乡镇
（街道）及学校等，开展教育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集中治理。共清理“希望一
元捐”“湘窖·我的大学梦”“希望工程·怡
基金”“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华融湘
江银行助学”等项目5项，涉及14个乡镇
（街道）96个村（社区）、40所学校与509
名受助学生，共核查资金37.55万元。

集中核查发现，37万多元助学金全
部发放到位， 发放对象都是贫困生。其
中，有3个单位发放助学金未按规定进行
公开、公示，存在廉政风险。北湖区有关
部门对3个单位的负责人进行了约谈，督
促其制定了整改措施。同时，区里修订完
善了《助学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等文件，
进一步明确了助学金发放公开、 公示操
作流程，接受群众监督。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朱华美 谢立松 ）10月11日，冷
水江市金竹山镇木彬坳居委会， 几位老
人正在水井边洗衣被。 居民老张笑着告
诉记者：“通过生态治理， 废弃的矿山种
下了30万株树苗。我们这个曾经连饮水
都困难的干旱村，彻底告别了用水难。”

冷水江素有“世界锑都”“江南煤海”
之称，439平方公里的市域内，采矿区曾
占三分之一。 随着资源的逐步枯竭以及

污染问题的全面凸显， 冷水江大刀阔斧淘
汰落后产能，关闭整合数百家资源型企业。
一些废弃矿山，因无序开采，带来了地表沉
陷、水体破坏、空气污染等“后遗症”，全市
塌陷坑洞上千处。

近年来， 冷水江全力实施矿山修复和
生态复绿工程。 通过矿区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对矿区红线范围内的滑坡、崩塌等区域
进行支护和锚固，消除灾害隐患；通过矿区
水资源破坏治理工程，对矿区水渠、沟道进

行疏浚和护砌，消除污染隐患；通过地形地
貌景观治理工程， 整治矿山石漠化、 荒漠
化，实现覆土和植被复绿，重建矿山绿色生
态系统；通过土地开发、综合整治、耕地复
垦等方式，实施矿区连片整治，恢复矿区土
地的耕种功能，共实施项目92个，新增耕
地395公顷，建设高标准农田1万亩。

针对老旧矿区， 冷水江构建锡矿山、利
民、大建、铎山等重点生态修复区，统筹推进
林地修复、耕地修复、引水工程等工程。实施

矿山复绿项目， 完成350余亩废弃矿场和采
矿废石堆的绿化， 建成2万亩矿区复绿示范
基地， 在锡矿山核心区连片栽植1万亩防污
抗污林。同时，鼓励发展水果、油茶、珍稀苗
木种植及中药材种植加工等产业，累计投入
资金1.8亿元，发展经果林2万亩。

目前， 冷水江已完成300余个采矿废弃
地的生态修复，许多满目疮痍的矿区重新披
上了绿装， 采矿废弃地变成了耕地和果园，
昔日的“工业疮疤”逐渐改造为“绿色银行”。

昔日“江南煤海”致力矿山生态修复

社会更安心 家长更放心 学生更舒心

新能源汽车高集成
电驱系统新品发布
“湖南省新能源汽车电机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同步揭牌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刘雄
胡海兵）日前，经过近一年建设的湘潭市雨湖区新时代
政治生活馆开馆，近300名干部群众入馆学习。

据了解，该馆总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共4层。分
为“初心”“前行”“启新”“践行”4个篇章，馆内以时间为
“经”， 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 以体验为
“纬”，布设学习交流室等功能区，让党员身临其境接受
党性教育。

雨湖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该区坚持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以规范和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为核心，
不断丰富党建工作载体， 除了建设新时代政治生活馆
外，还打造了“红润雨湖”党建文化主题公园、“红色家
园”社区、“红色驿站”两新党组织等多个党建阵地。

雨湖区
新时代政治生活馆开馆

邵阳县举行
大型扶贫公益活动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李斌 向云峰 谢忠福 ）近
日，绥宁县武阳镇制种大户黄费车赶在一
场寒雨之前，将最后收割的几十亩制种稻
顺利晾晒归仓。今年，黄费车通过绥宁县
气象局自主研发的拇指天气微信小程序
实时查收天气情况，密切关注制种关键期
气象， 根据相关农事建议做好相应措施，
种植的200亩制种稻和中稻比去年增产
2500多公斤，增加收入4万多元。

绥宁县是我省杂交水稻制种大县，
种植面积达9.5万多亩，年总产量达2463

万公斤，年制种总产值达12.8亿元，被誉
为“三湘制种第一县”。在制种生产中，种
农最为关心的便是天气。2018年以来，
该县全面推进“数字气象”工程建设，建
立起一整套杂交水稻制种气象指标，依
托气象设施监测的实时数据， 做好杂交
水稻制种气象服务，实现“智慧制种”。

该县在杂交制种最大基地武阳镇，
建立11个要素（温度、气压、风速、风向、
湿度、雨量、冠层叶片温度、光合有效、对
比温度、日照和实时图像）的农业小气候
应用气象观测站，实时观测气象变化。气

象仪器犹如设在制种基地的眼睛， 根据观
测的数据， 结合已建立的杂交水稻制种气
象指标，提升了服务准确度，为种植户做好
气象灾害应对措施争取了时间； 高清的作
物实景观测， 可以让农业部门工作人员时
刻了解制种基地禾苗的生长发育状况，随
时调整服务措施， 免去了基地、 单位两地
跑，提升了服务效率；专业的服务信息和材
料可以通过拇指天气微信小程序、 钉钉软
件群、 微信群等方式快速传递到制种企业
和种植户手中， 指导他们采取应对措施规
避自然灾害风险。

据了解，该县“数字气象”工程实施以
来，已在全县范围内服务4万余人次，服务
制种面积农田达9.5万多亩，全县制种农户
实现增收1亿元以上。

绥宁“数字气象”让制种变“智种”
已在全县范围内服务4万余人次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金慧 徐艳
艳 ）“目前正在进行扫尾工作， 外墙已
完成95%，内装已完成90%，预计10月
底全部完工。”记者日前从湖南妇女儿
童医院项目获悉，这家医院建成后，将
极大缓解长沙东西城区优质妇儿医疗
不平衡的局面。同时，医院将配备直升
机停机坪， 在全省14个市州打破地域

和时间限制，开通生命绿色通道。
湖南妇女儿童医院位于长沙岳麓区

洋湖街道潭州大道西侧， 外观如同一所
“健康方舟”，占地面积约8.6公顷，一期
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医疗
综合楼以及后勤综合楼，是长沙市2019
年重大项目、2019年省重点建设项目。

“医院从建设到运营都秉承国际

JCI（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
标准，一切工作以患者安全为核心。”湖南
妇女儿童医院项目负责人李雷介绍，为充
分考虑患者就医便利，医院采取多中心式
设计，极大减少患者走动距离，提供一站
式服务。

该医院针对妇女儿童的身心特点，将
传统医学以疾病为核心的模式， 扩展为以
健康为核心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和健康
促进，提供从青春期健康、备孕助孕、安全
分娩、产后康复、儿童保健、防老抗衰等全
生命周期的健康和医疗服务。

湖南妇女儿童医院10月底竣工
配备直升机开通生命绿色通道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吴广 记者 徐
亚平） 今天上午，2019岳阳冶金磁力及节能环保装备
展览会开幕。300余位行业专家、 企业家济济一堂，碰
撞思想，凝聚共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傅依备说，岳阳冶
金磁力及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业有着深厚的产业基础和
强大的技术优势，希望合力将产业集群做大做强。

岳阳素有“中国磁力设备产业化基地”“起重电磁
铁之都”的美誉。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积极贯彻“制造
强国”战略，做足冶金磁力及节能环保产业补链延链强
链文章，推动岳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017年，岳阳电
磁装备产业被纳入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试点，
形成了协同创新、 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岳阳市委副书
记、 市长李爱武介绍， 目前全市共有行业专利400多
项，每年行业专利申报量占全国75%以上，多项技术填
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垄断。中科电气、高澜节能、
科美达等一批冶金磁力设备制造“隐形冠军”企业脱颖
而出。

此次展会以“创新、绿色、共享、超越”为主题，包含
产品展览、新品推介、项目签约、技术高峰论坛等内容，
旨在全面展示岳阳冶金磁力及节能环保产业优势，促
进产业对接、交流与合作。开幕式上，武汉中科锐择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投产光纤陀螺仪、 电磁设备集中采购
等10个项目集中签约，总签约金额达16.22亿元。

2019岳阳磁展会开幕
集中签约10个项目，总金额16.22亿元

北湖区确保
助学金精准发放

10月17日，长沙市橘子洲风景区，道路两侧的栾树花果并茂，细碎的金色小花，一串串形似灯笼的红色、黄色果实在绿叶的
衬托下分外妖娆，把橘子洲的秋景装扮得分外美丽。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栾
树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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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17日

第 2019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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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 1040 787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386 173 412778

8 3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17日 第2019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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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8935465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7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158337
2 17851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83
75387

1309437
15640278

68
2355
42648
528401

3000
200
10
5

0720 24 26 3322

探索产业扶贫路子，实施“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工程

冷水江 逾300个“工业疮疤”重披绿装

安保升级建设阳光安全校园衡东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