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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135 9 7 6 5 2 6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4115469.8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314 2 0 0
排列 5 19314 2 0 0 3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曹国华 魏振隆）“近两年来，当
地党委政府除了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外，
有关职能部门还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金
融信贷、劳动争议等方面难题，保护民营
企业的合法权益， 使我们能专心把企业
做大做强。”近日，在益阳市对所属各县
（市、区）开展“保护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执
法司法”专项督察活动中，资阳区民营企
业宇晶机器的负责人说。

为推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近年来，
益阳市不断优化法治环境， 维护民营企

业合法权益， 解决它们发展中遇到的困
难，充分激发其活力。今年前三季度，该
市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 实际缴纳
税金同比分别增长8%、6.4%。

在益阳市， 民营经济所创地区生产
总值占全市总量近七成， 所缴纳税金占
七成以上。近年来，该市不断优化包括法
治环境在内的营商环境， 着力为民营企
业公平竞争创造有利条件。 为规范部门
执法，该市制定了政府部门权责清单，明
确39个单位2633项权责事项、 问责情
形，做到清单之外无权力，杜绝执法“任

性”。同时，注重纠正执法监管过程中不作
为、慢作为等问题。还对涉及民营经济发展
的地方党委、政府文件和重大决策等，加强
合法性审查和公平竞争审查。 今年1至10
月， 市司法部门共出具相关方面的审查意
见112件。

此外，益阳市开展“营商环境优化
年”活动，出台服务民营企业发展“10
条举措”。 在我省率先成立民营企业发
展律师服务团，由市司法局牵头，市律
师协会组织律师深入园区、企业，开展
法治体检活动，实地分析民营企业法律

需求， 查找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和薄弱
环节。自去年底至今年10月，律师服务团
共走访艾华集团、奥士康科技、津湘药业
等民营企业近30家， 提出法律意见80余
条，为企业协调解决法律问题50多个，受
到企业好评。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见习记者
吴广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熊长春）11
月20日，华容县北景港镇居民易某到县
信访局上访， 反映其因患重症致家里债
台高筑， 请求救助。 信访工作人员核实
后，帮助他到医保部门申请大病救助，到
县慈善办申请慈善救助， 到镇民政办申
请困难救助，多渠道为他解决困难。易某
满意而归。据悉，华容县信访工作考评连
续8年稳居岳阳市榜首，县信访局连年获

评省、市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近年来，华容县推行“五有五办”工作

法，即有为推动一线办、有理推定一次办、
有解设定多措办、有效化解合力办、有力处
置依法办，全力创建信访“三无县”，即无进
京非接待场所有关人员上访和超额进京
越级上访、无大规模集体上访、无因信访问
题引发极端恶性事件和舆论负面炒作。建
立县乡村“三级书记”接访下访制，完善信
访工作责任体系，保障信访经费和场地建

设， 推动信访问题依法及时就地化解。 今年
来，县级领导接待上访群众380人，当场化解
纠纷40多起，消化难案积案38件。

同时，华容县加强队伍建设，在乡镇配备
接访员、调解员、网信操作员，甄别信访人合
理诉求， 将矛盾处小化了。 县信访局联合人
社、民政等部门，落实大病救助、低保救济、就
业扶贫等措施。开展“法治建设年”等活动，加
大宣传力度， 引导群众依法有序信访。 建立
“公安+信访”情报信息研判机制，及时预警、

处置重点访情，依法打击非访缠访闹访。今年
1至10月，全县信访总量、越级访、集体访同比
分别下降12%、30.3%、30.7%。

华容县还建设综治网格平台，推进“网格
化+信访”。 网格平台将信访案件划分为绿、
黄、红3个预警等级，设定不同受理走访时限，
为消除难案积案拧紧“发条”。畅通网上办信
渠道，通过县长信箱等接案处案。目前，全县
信访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结率、群众参评率与
满意率、网信占比率等均领先岳阳市。

联合执法
系牢交通“安全带”
安仁头10个月交通事故死亡人

数下降54%
� � � �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宇峰 黄
祥湖）11月20日， 安仁县作风办督查组完成了该县红太阳农
贸市场、 汽车站等7处安全生产联合执勤点的暗访督查。至
此， 该县作风办督查组连续几天， 对全县3支安全联合执法
队、40多处重要安全生产联合执勤点的检查全部完成。

近年来，212省道安仁段被列为全省十大交通安全
隐患重点整治路段之一。为最大限度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该县在调查研究和问题检视基础上，从交警、公路、运管、
农机、城管等部门抽调人员，成立3支联合执法队，对212
省道、320省道、 316省道安仁段及城区道路、 学校与农
贸市场周边、重点企业等进行全天候巡查，对“六类车辆”
(客运车辆、校车、危险品运输车、工程车、旅游包车、非法
载客车辆)实行重点监管。

为杜绝安全检查中出现突击式、 应付式等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安仁县采取县领导带队随机抽查、“两办”
督查和县纪委监委作风办不定期督查等方式， 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今年头10个月，全县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法
行为10215起，扣车426台次，拘留27人。全县道路交通事
故总量、死亡人数、违法总量，同比分别下降13%、54%、
15%，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齐抓
涟源为搬迁群众
打造“幸福家园”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肖星群
周桂发）11月22日， 涟源市茅塘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户周继光，在送孩子上学买好菜后，上午8时准时来到
马溪兴苑扶贫车间上班。

据了解，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作中，涟源市坚持物质
生活与精神生活一齐抓，为搬迁群众打造“幸福家园”。该市
把集中安置区选在城镇优质地段，实现客运站、医院、学校、
生活超市配套，并完善绿化、亮化、环卫、休闲娱乐等设施，
让搬迁群众充分享受便捷的生活。 同时， 通过加大技能培
训、设置公益性岗位、开设扶贫车间、扶持创业等，帮助搬迁
群众解决就业问题，实现每户至少有一人就业。

涟源市还加强集中安置区党组织建设， 成立服务中
心组织领导机构，建立便民服务窗口、党员活动室、和事
室、档案室等，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医务室、文化活动室、图
书阅览室等。建立“有事请找我”服务机制，让搬迁群众有
困难有地方解决、烦心事有地方倾诉、矛盾有地方调解；
配备专职人员值班服务，建立健全文明公约、群防群治、
移风易俗、矛盾调处、物业管理等规章制度。建立文化活
动室、组建文化活动队，开展送戏进社区等活动，丰富搬
迁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共建文明安置区，打造美好家园。

柳叶湖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周琳
慧 黄炜）11月22日，常德柳叶湖旅游度假区七里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袁敏，来到联点包保的贫困户家中嘘寒问暖，
了解最近生产生活情况。 袁敏感慨地说：“以前不是在开
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现在会少了，要处理的公文也少
了，我们有更多时间走到群众身边，办实事、解难题。”

今年，为扎实开展好“基层减负年”活动，柳叶湖旅游
度假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松绑减负。该区
控制发文数量，实行会议审批制度，少开会、开短会、开管
用的会，严格整治文山会海。科学规范督查方式，注重以
任务完成的实效作为考核评价标准，未经常德市委、市政
府批准的，一律不签署“责任状”，严格整治督查考核过多
问题。严格清理规范“一票否决”，仅保留意识形态、安全
生产等工作“一票否决”权。

目前，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发文同比减少32%，办会次
数下降33%，督查考核精简65.5%，各类线上微信工作群、
QQ群分别减少50%、46%，“责任状”减少14类。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通讯员
嘉纪轩 记者 颜石敦）记者近日从嘉
禾县纪委监委获悉，该县广发镇财政
所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违
规虚开发票套取资金被集体查处。

2013年至2014年， 广发镇政府
委托镇财政所负责村账镇代理工作。

镇财政所所长曾某云，工作人员李某
福、胡某梅觉得一年忙来忙去“辛苦
了”，于是虚开发票，套取资金15500
元，3人以发放加班补助为由私分。

2014年至2017年，广发镇财政
所因2次搬迁新址需进行装修，而该
所平时公务接待费用超标， 趁此机

会， 曾某云、
李某福、胡某
梅 便 以 加 装
防盗门窗、防

盗网为由虚开发票， 向县财政局套
取资金19090元。

广发镇财政所设立了单位小食
堂，曾某云、李某福、胡某梅看到事不
多，于是轮流下厨，顶了炊事员的差，
并以食堂务工补助名义每人每月领
取补助200元。据了解，他们总共以
他人名义虚构11张炊事员工资领条，
到县财政局报销40000多元。

广发镇财政所先后虚列套取
资金7万多元，其中违规发放津补贴4
万多元， 剩余3万多元用于其他公务
开支。曾某云、李某福、胡某梅分别受
到记过处分，涉案资金与违规发放的
津补贴全部退还县财政账户。

推行“五有五办”工作法与“三级书记”接访下访制

多次违规虚开发票套取资金

嘉禾广发镇财政所被查处

11月23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灯塔村，副县长郭洪涛与女主播“同屏直播”售卖冰糖橙。当天，该
县举办“诚心‘橙’意·助农脱贫———2019靖州冰糖橙采摘仪式暨电商扶贫助农活动”，推介当地特色冰糖橙。2
小时内，1万公斤冰糖橙被销售一空。 刘杰华 雷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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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

优化法治环境护航民营经济益阳市

华容县 创建“三无县”巧解“千家结”

民营经济所创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市总量近七成

一分钱也不能乱用
常德严查扶贫资金使用中腐败

和作风问题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董建波）
“没想到项目可以这样发包，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11
月21日，石门县白云镇北峪湾村村部会议室热闹非凡，围观
的群众纷纷议论。当天，石门县项目办、驻村帮扶工作队和
村干部， 共同组织了一场村卫生室及配套设施建设公开招
标发包会，7家公司参与竞价。最终，由湖南昊龙建设有限公
司以28.88万元竞得，比发包价低了不少。

今年3月， 北峪湾村获得上级30万元村级卫生室建
设项目支持，村里按惯例拟对卫生室自行设计，指定熟悉
的施工队施工。获此消息，以常德市财政局为组长单位的
驻村工作队及时制止， 要求通过公开招标， 确定施工队
伍。这样，优化了项目设计，节省了资金，确保扶贫资金每
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近年来， 常德市财政局严查扶贫资金使用管理中的
腐败和作风问题，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专项
治理实施方案，对贪污侵占、违规使用扶贫资金等腐败和
作风问题进行治理。据统计，2017年以来，常德市财政局
清查出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问题66个， 并向纪检监
察部门移交问题线索43起，其中立案查处21起，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22人，追缴违纪资金32.88万元。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月 24日

第 2019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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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 1040 10088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33 173 230609

5 4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24日 第2019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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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22999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4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5 22722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826
86246

1582143
9909893

63
3044
57557
373634

3000
200
10
5

0306 11 27 3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