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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362517 元
08 0911 17 21 22 24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 月 18日

第 2019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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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 1040 747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13 173 20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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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谢丽娜

近日， 家住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
街道黑石铺社区的周明很高兴， 因为
困扰他大半年的地下车库围墙开裂、
砂石裸露问题很快就要得到解决。

“这多亏了‘有事好商量’基层协
商议事平台。 ”周明告诉记者。

今年9月以来，天心区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紧紧围绕“为
民服务解难题”这一目标要求，将“有事
好商量”平台作为各级领导干部教育的
“主阵地”、能力“练兵场”、作风“试金
石”，查找群众反映强烈的身边揪心事、
烦心事，精准施策、精准发力、精准推
进，做到开门搞教育，一线解难事。

聚焦问题,重在求实效
第二批主题教育活动伊始，天心

区委书记朱东铁就提出，要坚持问题
导向，以为民办实事为落脚点，聚焦民
生关切，找差距、抓落实。

于是，天心区“四大家”班子成员
采取了“四不两直”方式，奔赴联点街
道和社区、村一线，做到看现场原貌，
听群众原话，找问题根源，并明确牵头
责任领导，实施“挂图作战”，确保“人
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

在区级领导示范带头下， 该区
400名科级网格指导员进网入格调
研，掌握疏理归类群众反映强烈的身
边痛点、难点、焦点问题。 截至目前，
全区已疏理群众身边事、 烦心事400
余件。

先锋街道韶峰星苑小区有户顶楼
业主霸占顶楼两三年， 问题一直没解
决到位。最近，先锋街道党工委联合公
安、消防、城管等多个单位，利用“有事
好商量”平台，对业主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 终于说服业主将公共休闲区域
还给小区业主。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像
这样的事例每天都在上演。

“把解决好每一件群众身边的事
情作为硬指标，着力在‘事要解决’上
下功夫。 ”天心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更是在多个场合如此要求。

该区14个街道党工委坚持问题
导向，利用184个社区、网格、小区“有
事好商量”基层协商议事平台，由社区
党组织书记召集各方召开专题协商
会，根据“分级定责、专人跟进、一抓到
底”的原则，召集联点区领导、联点网
格指导员或联点街道干部，以“解剖麻
雀”的方式“集中会诊”，科级网格指导
员跟进执行， 使各级党员干部尤其是
领导干部真正把自己摆进去、 投入到
解决群众身边事的实际工作中去，推
动落地见效。

精准发力,群众得实惠
“老城区停车难、 乱停车， 以前

开车10分钟，停车起码半小时。 现在
不用愁了， 下班后可以将车停到家门
口的省建六公司停车场， 非常方便。”
不用为找车位而烦恼的金盆岭街道夏
家冲社区陈帆女士最近笑容多了很
多。

而这， 得益于金盆岭街道推行的
智慧建“场”。 通过“新建+共享”，在原

有11个停车场的基础上，在荣悦台新
建停车场1个；在天剑社区、狮子山社
区全面提质提档的基础上， 新增规范
停车位216个，并安装路路通系统，专
人管理，规范停车；通过街道区域化党
建联席会， 与雅礼天心中学、 南湖医
院、 省建六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协商错
时共享停车位制度， 利用下班时间段
将空置的专有车位对外开放， 大大满
足了周围居民群众的停车需求。

“智慧建‘场’的做法就是群众的
集体智慧，社区通过‘有事好商量’平
台，征求我们的意见，让我们参与、表
态， 让普通老百姓感受到了政府精准
治理的态度和决心， 更激发了我们的
积极性。”该街道夏家冲社区小区业委
会主任刘映云感慨。

为让主题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取
得实效。 天心区把“有事好商量”平台
与三大攻坚战、产业项目建设、营商环
境优化以及与调查研究、 党组织书记
上党课、疏理检视问题清单、抓好问题
整改落实等主题教育重要任务有机结
合起来， 切实把主题教育转换成为民
服务的实际成效。

“不仅要‘小切口’真刀真枪解决
民生问题，也要宣讲好新思想，实践好
新课题，推广好新经验，真正把‘有事
好商量’ 基层民主协商平台用好用
活。 ”天心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下阶
段， 全区还将结合主题教育的目标和
要求，坚决做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每
一个党员全覆盖参与， 以实际行动深
化主题教育成效，切实提升辖区企业、
居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长沙瞄准高质量脱贫
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27%

� � � �
� � � �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 （记者 王晗）“一人富不算
富，大家都富了，才是幸福。 ”昨天，浏阳市达浒镇椒花
新村村民李忠国获评2019年全省“百名最美扶贫人
物”后激动地说。4年时间，李忠国在驻村扶贫干部的帮
助下，重拾祖传油纸伞制作技艺，从曾为子女读书愁钱
的贫困户变身为带领贫困乡邻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李忠国的故事只是长沙
市全力推进脱贫攻坚行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长沙市
着力打好市内脱贫攻坚和省内扶贫协作“两个战场”的
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成效。 截至去年底，全市84个贫
困村全部实现脱贫出列，12.72万贫困人口实现高质量
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27%；近3年累计对龙山等8
个对口帮扶贫困县投入帮扶资金8.58亿元。

今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年， 长沙市瞄准
高质量脱贫，吹响脱贫攻坚总攻号角。为了确保精准扶
贫不留死角，全市上下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主要领导
带头开展脱贫攻坚“三走访”活动，以问题整改的成效
推动脱贫攻坚质量的全面提升。目前，全市已实施产业
扶贫项目553个，带动3.4万户贫困户增收脱贫，预计今
年将减贫6640人。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释放了农村发展新活
力。 今年来，长沙将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统筹谋划、一体推
进，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动脱贫攻坚，以脱贫攻坚的实
效助力乡村振兴。一方面围绕实现稳定可持续脱贫，继续深
入实施9大精准扶贫行动；另一方面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乡村产业振兴等，构建乡村产业体系。

据悉， 今年长沙将摸底排查范围延伸至建档立卡
之外的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
庭“三类对象”及其他一般农户，并对存在的突出问题，
与建档立卡贫困户一道在年底前予以全面解决。

公益电影放映月
活动启动

长沙电影票房实现同比正增长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熊远帆）今天，长沙
市第七届公益电影放映月活动在长沙市雨花区横店影
城悠游店启动。记者从启动式上获悉，截至10月8日，长
沙今年电影票房达6.94亿元，实现同比正增长。

长沙全市共有124家商业影院，935个放映厅，
13.35万观影座位，占全省票房44%；观影人次2054万，
放映场次128万场。 本次公益电影放映月长沙全市共
122家影院支持和参与，将向全市每个区县（市)内的流
动人口、 低收入者各发放2000张免费观影票。 期间，

“新农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国产影
片展”“红色电影节”“主旋律电影进校园、进影院、进景
区、进图书馆、进活动中心”“电影知识网答赛”等系列
活动同步启动， 市民可以在活动期间享受到主旋律电
影的文化大餐。 预计惠及群众100万人，拉动整体文化
消费超过6000万元。

据介绍，公益电影放映月活动已成功举办了六届，
18家院线公司全域参与，60余万市民群众进影厅观看
主旋律影片，助推全市年观影人次突破2420万。 全市
77支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队也深入农村、 固定点和社区
等放映场所，为市民群众开展免费放映活动。

《衡阳日报》
庆祝创刊70周年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唐曦 通讯员 陈润）
70年波澜壮阔，70年续写华章。 10月18日上午， 庆祝
《衡阳日报》创刊70周年大会在衡阳日报社举行。

1949年10月16日，《衡阳日报》 的前身———《衡阳
新闻》创刊。 作为中共衡阳市委机关报，《衡阳日报》坚
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
工作职责使命，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深入宣传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热情报道衡阳人民的奋斗与实践，
见证并记录衡阳的发展变化,讲好衡阳故事、传播衡阳
形象，经历了从“铅与火”到“光与电”、从“笔与纸”到

“数与网”、从“黑白双色”到“五彩缤纷”的华丽蝶变。
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衡阳日报》从最初的“四开两

版”新闻纸，成长为“报、网、微、端”融合的全媒体矩阵，昂
首迈进“中国品牌媒体百强———地市党报影响力10强”。

平江供水枢纽
（一、二期）工程竣工

惠及12个乡镇40万余名
老区乡亲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振 朱江波）近日，平江县在长寿水厂举行平
江供水枢纽（一、二期）工程竣工通水仪式。 随
着该县县委书记汪涛启动按钮，平江供水枢纽
（一、二期）工程全部竣工通水。

平江山多人稀， 集中供水相对比较困难，
不少居民存在饮水用水难题。为了彻底解决城
乡饮水问题， 让老区百万群众都喝上“放心
水”，平江县委、县政府通过反复调研，决定选
择库容大、水质优、生态好、地势高的黄金洞水
库为主水源，兴建平江供水枢纽工程。 2010年
4月，省水利厅正式下达批复；同年10月，该县
成立平江供水枢纽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同时成
立指挥部，工程分一、二、三期建设。 工程总投
资9.98亿元，其中一、二期投资5.63亿元。 按照

“城乡供水一体化、区域供水规模化、工程建管
专业化”的思路，以黄金洞水库和尧塘水库为
主水源，解决和改善沿线乡、镇、村、组的饮水
问题；同时,采取“管网延伸、单村工程、分散工
程”3种类型， 使“放心水” 覆盖136个贫困村
23.6万人。 实施449所中小学校（幼儿园）饮水
安全提质改造工程，让12万师生受益。

第一期工程于2015年6月启动， 从黄金洞
水库到长寿镇铺设供水管道14.5公里，2016年
已竣工通水；第二期工程于2017年启动，从长
寿镇至县城铺设供水管道45.7公里，2018年12
月试运行，新建1个日供水10万吨的长寿水厂，
沿线新建加义、安定、城关、团山4个配水站，
2019年10月15日正式竣工通水。 平江供水枢
纽（一、二期）工程供水范围覆盖长寿、龙门、木
金等12个乡镇，受益人口可达40.6万人。

津市“双政合体”
助推社会养老服务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通讯员 张明焕 记者
肖洋桂)近日，记者来到津市市投入运营不久的
暖夕居家养老社区，发现这里配套完善，处处
洋溢着欢声笑语。 今年79岁的刘必钊告诉记
者：“在暖夕社区就像住宾馆一样方便，上下有
电梯，生活有照料，娱乐有场地，看病有医院。
我们住在这里，自己舒心、儿女放心！ ”

去年来， 津市市民政局按照民政与廉政
“双政合体”的路径，通过实施一个发展项目、
一名纪委领导、一个民政团队、一张廉政清单、
一名纪检组长“五个一”工程，保障了毛里湖养
老产业园、馨兰老年病医院等一批招商项目落
户， 推动了资产置换、 国土划拨、 政策落地
等建设难点问题的解决， 保证了资金的安全
运行。 该市先后融资2.3亿元， 建成各类养老
社区、 照料中心、 敬老院、 老年公寓和基础
服务设施72个、 床位2401张。 目前， 津市每
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41.5张， 成为全国社
会养老服务示范县市。

采石场重生披绿装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戴军

10月16日上午10时， 衡阳县井头镇香炉
山区恒兴花岗石厂， 工人们在冒雨加班加点
搭建全封闭式标准化厂房。

“相比之前的旧厂房， 这座全封闭式厂
房除了宽敞明亮， 房屋还使用了全新的环保
瓦、 隔音墙。” 厂长刘运龙对记者说， 这样能
有效隔离粉尘扬尘， 大大减少噪音污染。

刘运龙介绍， 恒兴在停业整改期间， 厂
里陆续投入资金， 完善污染防治设施， 对生
产场地进行硬化。 记者看到， 加工厂安装了
喷淋抑尘设施和自动冲洗车装置， 解决了石
材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粉尘污染， 真正实现
绿色环保。

上午11时， 记者来到磊鑫石材厂， 企业
负责人正在组织工人安装尾砂固液分离机。

“这种固液分离机能将石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
边角废料和尾砂进行脱水处理， 再回收利
用。” 这位负责人说。

“井头石材开采加工企业通过这一次整
治之后， 所有的企业都感受到生态与环境的
重要性。” 衡阳县石材协会会长唐明朝说， 各
个采石场做到了雨污分离， 生产的废水零排
放。

“2017年6月， 井头矿区开采及加工企业
突出环境问题被列入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清单。” 正在此地调研督查的衡阳县县长孙鹏
伟说， 县委、 县政府迅速组织石材企业积极
按照问题清单整改落实。 今年7月， 衡阳县召
开井头石材开采加工企业突出环境问题整治
落实推进会， 组织县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
林业、 水利等部门联合行动， 20家石材企业
主动配合完成各项整改。

记者在玉丰采石场看到， 之前成片裸露
的山体， 已被绿色草皮和新生树苗覆盖， 昔
日千疮百孔的荒山重新披上了绿装。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王玖华 贺龙衡

从几年前的英俊帅气， 到如今的
癌症缠身， 面对许多人无法承受的骤
变，他挺过来了。 10月14日下午，趁着
工作间隙， 双峰县花门镇春山村党支
部书记肖晚田骑着摩托车赶回家喝中
药，不到30分钟又回到了岗位上。

这是肖晚田第3次癌症手术后的
第3个月。 “没事， 我状态好着呢！”
眼前的这个人身形消瘦却脊背笔直，
因为口腔癌手术切除了左腮， 只能不
停地用纸巾擦拭嘴角的唾液。 即使这
样， 他的眼睛依然投射出坚毅的光
芒。

以前的春山村基础设施滞后，产
业结构单一，交通闭塞，全村经济发展
缓慢。 2014年换届选举，肖晚田上任，
改善生活环境，带领村民发家致富，成
为他的工作重点。两年后，原春山村与
理江村合并， 肖晚田肩上的职责更重
了。

2018年6月3日，肖晚田正在施工

现场和村干部研究村部建设的事，毫
无征兆地突然倒地。 大家将他送往花
门镇卫生院检查，却被告之病情严重，
连夜转至大医院抢救。 在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 肖晚田被诊断为口腔癌晚
期。

重病在身， 肖晚田心急如焚的却
是村里的事。“手术之后，我们去长沙
看肖书记，他鼻孔里插着管子，嘴说不
了话，就用笔写：哪些工作没做好，哪
些工作怎么安排，路加宽得怎么样？我
们既感动又心疼。 ”说起这些，村主任
刘献军红了眼眶。

职责扛在肩上，初心护在深处。一
开始， 肖晚田是为了兑现对上届村干
部和村民的承诺， 如今再也没办法割
舍脚下的这方土地。

5年来，春山村新修、加宽道路7
公里，做到组组通公路；修桥3座，架起
路灯，村民走夜路不再害怕；修通的机
耕道与镇上的路相接形成环道， 不仅
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 还极大增加
了村里土地的价值。

5年来， 肖晚田推出村干部轮流

值班制度， 规定每周一为全体村干部
值班，其余6天轮值；带领干部省吃俭
用建起新村部，改善基层办公条件，成
立富农强民合作社， 帮助村民销售农
产品，聘请贫困户工作，让他们在家门
口就能挣到钱。

去年，春山村整体脱贫出列，村民
的人均年收入全面提高。

肖晚田的付出， 村民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祝肖书记早日康复，好人一
生平安。”“肖书记，我们等您回来！”每
一次赶往长沙治疗， 肖晚田都牵动着
村民的心。 为了帮助肖晚田处理村里
工作，花门镇党委委员、联村干部刘树
军天天往村里跑，当起了他的“贴身保
镖”。

一年多时间， 癌细胞从肖晚田的
口腔转移到肺部。盛夏7月，第3次手术
切除了他的部分左肺。很多人不知道，
当年肖晚田放弃了年收入上百万元的
房地产生意， 全心全意投入到村支书
的岗位上来。这一次，53岁的他打算继
续“轴”下去：“要做就做最好，只要村
民还需要我，我就不会倒下。 ”

长沙市天心区在主题教育中擦亮“有事好商量”品牌———

开门搞教育 一线解难事

肖晚田：倾力付出为村民

喜收晚稻
10月18日，双峰县井字镇花桥村，农民驾驶收割机收割晚稻。 该县20余万亩晚稻进入收割期，农民利用晴好天气抢收

稻谷，田间地头一片丰收景象。 李建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