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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芙蓉区成立防范非法集资
咨询服务志愿者工作站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唐璐 王丽娜）昨天上

午，长沙市防范非法集资咨询服务工作站在该市
芙蓉区丰泉古井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据
介绍，这是省内首个专门提供防范非法集资咨询
服务的志愿者工作站。 该站将通过“解答一次咨
询、帮助一个家庭、教育一个群体”，不断提升市
民对非法集资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构筑防范
和抵御非法集资风险的坚固防线。

针对当前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人投资理
财风险意识不强、 辨识能力较弱的问题， 长沙
市打非办牵头组建防范非法集资咨询服务志愿
队， 通过依托基层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组建工作
站、 开通咨询热线、 在“长沙打非专线” 微信
号开辟咨询专栏等渠道， 以答疑、 宣讲、 著文
等多种方式， 义务为市民提供投资理财风险防
范和识别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帮助市民正确认
识投资理财风险， 远离非正规金融机构、 非正
规投资理财产品。

目前，志愿队已完成组建，咨询渠道也已搭
建完毕。 志愿者们既有来自公安、 市场监管、民
政、金融办等职能部门的专业人士，也有来自银
行、保险、基金、律师事务所等领域的行业精英。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张冰明

11月12日，岳阳市南湖新区湘一南湖
学校教师殷群瑶很忙。她是美术老师兼班
主任，如今还是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 除
了上课、班级管理，她还组织党员骨干教
师探讨教育教学事宜，以更好引导学生成
长，为学校发展作贡献。

今年以来，湘一南湖学校响应南湖新
区党工委做好两新组织“党建+”号召，注
重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22名党员骨干
教师立足岗位，将组织建设与教学工作紧

密结合。 学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杨旭丽
告诉记者，在党建引领下，学校先后获评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获得全
省数学素养赛优秀组织奖等，给学校发展
带来新活力。

在南湖新区，像湘一南湖学校这样以
“党建+” 助推发展的两新组织还有14个。
“两新组织内新兴产业聚集、 高知识人才
聚集，是创新发展的主力军。 ”南湖新区党
工委委员、组织部长、统战部长甘磊介绍，
针对两新组织“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
的特征，他们因地制宜，采取“单独建、联

合建、挂靠建”等
方式， 扩大党的
组织覆盖面，着
力发挥“党建+”
促发展的作用。

党员人数少、流动大，是两新组织党
建发展的短板。 岳阳江河置业有限公司联
合党支部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与支部整顿相结合，在公司内部开展寻
找流动党员活动， 进一步规范党建工作，
目前已有6名党员转入了组织关系。

“发展着力点在哪，党建着力点就在
哪。 ”在南湖新区承建项目的岳阳建设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公司党支部在
项目工地上设立“临时支部”，组织党员开
展“立足岗位作贡献”“我为企业献计策”
等一系列活动， 带动在建的6个项目实现
大提速，其中环南湖污水管网项目提前进
入扫尾阶段。

“党建+”激发两新组织新活力。 与去
年同期相比，南湖新区两新组织今年申请
入党人数增加5倍， 入党积极分子增加
50%，发展党员人数增加3倍，主动申请建
立党组织的企业和民办学校增加1倍以
上。

宁乡“智慧工地”
保障工人权益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姜润辉）近日，宁乡碧桂园美的院子建设
工地上，48岁的农民工张学军在识别考勤仪上打
卡后，开始了一天的劳动。 有着20多年工地打工
经验的他在这个安装了“智慧工地”的项目上找
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别小看这个考勤，一个
月做了多少天工自动统计，政府实时监管，到工
资结算时包工头赖不掉。 ”

在“智慧工地”的屏幕上，工人在虹膜识别考
勤仪旁走过时， 姓名、 工种、 出勤统计等基本
信息将全部显示。 与此同时， 该系统后台还24
小时监管着施工现场的每一道工序， 小到一块
砖， 大到整个项目工程， 所有工作场景仿佛触
手可及。

去年2月，宁乡在全省率先试点“智慧工地”
建设，借助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和智能
设备等技术，给工地装上“智慧大脑”，让工地变
得“聪明起来”。 目前,宁乡共有53个建设工地、12
家混凝土公司、420个摄像头和53套噪音扬尘设
备数据接入平台，并开设了“智慧工地”APP，人
员考勤、劳务实名、视频监控、环境监控、塔机监
测、 升降机监测六大模块将工地情况实时监控

“尽在掌中”，施工现场更安全，建筑品质更可控，
让工人的权益更有保障。

津市人民医院开展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通讯员 敖湘松
刘芳 记者 鲁融冰）11月8日， 津市市人民医
院骨科、内分泌科等医务人员，来到该市药山
镇卫生院，开展义诊和健康宣教活动，对卫生
院的疑难病患者进行查房会诊指导。 这是该
院自今年10月下旬以来，连续开展的第12场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也是该院树医德正医
风、践行初心使命的举措。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现场，医务人员免
费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心电图和B超，发
放健康宣传手册和基本药物、指导合理用药，
讲解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知识，开展急诊急
救技能培训。 该院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院
按照医改总要求，以医德医风建设为突破口，
从改进医疗服务、提升服务质量、纠正不正之
风等方面积极探索治理措施，取得一定成效，
廉洁行医成为全体医务人员的自觉行为。

祁阳村级纪检员
监督预防腐败

及时叫停不规范项目303个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伍孝雄 文瑞琦）11月12日，祁阳县下马
渡镇枫石铺村村民在刚刚公布的村务公开事项
中看到， 一个计划实施的项目因为存在问题被
村级纪检员叫停，大家纷纷予以点赞。

为预防和制止基层腐败，去年1月，祁阳县
在各村通过民主推荐，共选聘560名敢担当、威
望高的老党员、老干部等担任村级纪检员，他们
一方面广泛听取和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一方面
负责对各项村级工程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
程监管，并通过开展村级财务交叉检查，加强村
级财务管理。该县还建立廉情直报制度，村级纪
检员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可及时向乡镇
(街道)纪(工)委汇报，必要时也可直接向县纪委
监委相关部门报告。

目前， 祁阳县村级纪检员参与监督检查
活动708次，及时叫停计划实施的不规范项目
303个；报告问题线索105个，纪检部门据此
查纠问题92个。

“党建+”激发活力
———南湖新区做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见闻

“订单收购”
助民增收
11月13日， 新田县三井镇大

山铺村， 恒丰粮油有限公司员工
上门优价收购村民的优质稻，打
通产业帮扶“最后一公里”。 大山
铺村是新田县深度贫困村， 恒丰
粮油有限公司在该村建立优质稻
基地530多亩，免费给村民提供稻
种、指导种植并优价收购。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贵雄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骆国平 肖井冬）11月13日， 桂阳
工业园雅晶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一台
台机器开足马力生产电子产品。今年2月，
该公司为扩大生产规模，从深圳转移到桂
阳， 目前已有4条生产线投产， 月产值达
2000万元以上。

桂阳县地处湘南、毗邻广东，交通便
利，也是“无水港”城市。 近年来，该县抢抓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县建设机遇，开
展“精准招商推进、开放平台提升、外贸发展
转型、开放环境优化”4大行动，加快园区建
设，使之成为投资洼地。目前，桂阳工业园聚

集企业190家， 形成了有色金属精深加工、
家居智造产业、电子信息产业、食品医药产
业4大产业集群。今年前三季度，园区实现技
工贸总收入322.69亿元， 实缴税金5.19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5.33%、23.38%。

为建好工业园区，桂阳县先后投入20
多亿元，建设标准厂房150万平方米，并不
断完善水、电、路、通讯等配套设施，在桂
阳工业园建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园、芙蓉食
品医药产业园、有色科技产业园等特色产
业园区。 同时，深入推进“一次办结”等改
革，建立“三级联帮”机制，为企业提供保
姆式服务，从项目规划选址到手续报批等

全程代办，做到“企业围墙外的事园区全
包”。“我们上门为企业服务，一两周就能
办好所有手续。 ”桂阳工业园企业服务中
心负责人龚增文介绍，从广东迁移到桂阳
的楚荣家具厂，从签约到落地投产只用了
半年时间。

在完善硬件设施、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
上，桂阳县大力开展乡情招商、代理招商、协
会招商、产业链招商。2017年，在广东东莞桂
阳商会会长周劲松牵线搭桥下， 总投资达
200亿元的湖南广东家居智造产业园落户桂
阳。 目前，已有107家企业签约入园，签约金
额121亿元，成为当地经济新的增长点。

桂阳 软硬齐抓推进园区建设
前三季度园区总收入、实缴税金同比分别增长5.33%、23.38%
桂阳 软硬齐抓推进园区建设
前三季度园区总收入、实缴税金同比分别增长5.33%、23.38%

� �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杨玉菡 徐佼
夏泓）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湖南鼎一致远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热转印标识牌
生产开发与应用”项目，入列目录第一类
鼓励类，对标识行业产业升级有着示范引
领意义。 据了解，该公司自2017年在益阳
市赫山区成立以来，每年投入科研经费上
千万元，现已获授权专利31项，另申请发
明专利25项。

在益阳市，企业逐渐成为研发投入主
体，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1至9
月，该市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达19.2亿
元， 同比增长49%， 占全社会研发投入
90%以上；全市申请专利3863项，获授权
专利 1783项 ， 同比分别增长 25.91% 、

10.06%；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
1070.98亿元，同比增长12.74%。

近年来，益阳市出台文件， 鼓励企业
积极发挥创新决策、 研发投入、 技术攻
关和成果转化主体作用， 夯实创新发展
基础。 强化政府资金引导， 激励企业科
技创新。 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给
予财政一次性奖励10万元。 对新认定的
市级创新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
业技术中心、 工业设计中心， 由市级财
政分别给予5万至10万元经费支持。 对研
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年度排名前5
的规模工业企业，分别给予1万至5万元奖
励等。

益阳市还将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
度作为省市研发奖励项目申报条件之一，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 目前，全市
有102家企业在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进行
研发准备金备案， 备案金额超过10亿元。
今年已有45家企业申报研发财政奖补资
金共1537.11万元，比去年全年增长一倍。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以来
投入研发资金5000多万元， 用于民用碳
基复合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创新及产业化
应用， 目前公司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主
营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

益阳 企业成为研发投入主体
1至9月，规模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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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月 14日

第 2019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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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1040 569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81 173 238913

4 5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14日 第2019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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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5579018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2
二等奖 19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956355
7 15048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96
71263

1344951
10673415

58
2958
53887
424739

3000
200
10
5

0417 20 24 3119

江华瑶族盘王节
吸引游客10余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逾1000万元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杨丁香）江华瑶族自治县有关部门今日
透露，该县13日结束的瑶族盘王节首次在沱江镇
和水口镇两地举办，目的是突出特色，传承创新，
全力打造瑶族文化圣地和爱情小镇。 5天内，共接
待游客1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1000万元。

盘王节是瑶族祭祀祖先盘瓠的重大节
日，迄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 自2017年中国
瑶族文化传承研究中心落户江华， 来自全国
各地的瑶学专家每年在盘王节齐聚江华，推
动传承瑶族文化、 发展民俗旅游。 盘王节期
间，祭祀盘王大典、盘王巡演、盘王宴等传统
节目精彩纷呈， 全国越野车场地挑战赛、“光
影瑶都”摄影大赛以及农业、旅游商品暨美食
博览会等活动看点十足。 作为爱情小镇打造
的移民小镇水口镇，因拥有瑶族特色美食、歌
舞文化和婚嫁习俗，成为游客新的“打卡”地。

江华是我省唯一的瑶族自治县、全国瑶族人
口最多的县，也是瑶族文化发祥地、大本营。 自
2012年起，该县每年举办大规模的瑶族盘王旅游
节民间艺术大巡游，经过完善、升级，现已成为永
州市旅游节庆文化品牌。 江华瑶族长鼓舞、盘王
大歌，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