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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勇平 许求）11月25日， 记者走进
岳阳县毛田镇彭先光家，他开口就夸驻村帮
扶工作队队长刘奇龙：“刘队长帮我们村引
进湘莲种植产业，为我们推销莲子。 我种植
了6亩，今年获利2万多元。 ”据悉，该县选准
配强驻村帮扶队伍，发挥驻村工作队“头雁”
效应，今年4213名贫困群众有望脱贫。

为了帮助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岳阳县

组建了151支驻村帮扶工作队深入基层脱
产帮扶。 铁山库区作为该县扶贫攻坚主战
场，环境保护与脱贫攻坚必须“齐步走”。去
年， 毛田镇英桥村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联
合争取了移民美丽家园建设150亩艾叶种
植帮扶项目， 今年又新增100亩艾叶种植
基地，满足了扶贫与环保的双重需求。今年
来， 全县驻村队员指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
稻虾、红薯、水果等特色种养3.1万余亩，带

动3250户贫困户年均增收4870元。
驻村帮扶工作队引导鼓励贫困户以

土地流转、劳务用工、股份分红等形式与
涉农企业抱团致富。 今年来，岳阳峰岭菁
华果业帮扶筻口镇500名贫困群众，预计
人均年增收1000元。 通过驻村工作队引
线，全民鸽业、罗内土鸡、丰瑞农机、拥军
面业等企业与贫困户结对。 今年来，驻村
工作队撮合17家省、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10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联姻，
带动近8000名贫困人口增收。

驻村工作队推动该县114个县级帮
扶单位与151个驻点村实行支部结对共
建，整顿11个软弱涣散党组织，全面消除
集体经济“空壳村”。 2041名机关干部还
结对帮扶364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协调
解决民生问题669个， 出台产业奖补方案
151个，培育致富带头人107人。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蔡敏 王欣）11月18日， 益阳职业
技术学院与一汽马自达FMCE签约校企
合作人才培养项目， 将通过企业化培训，
将学生培养成具备中级机电维修工技能
水平， 毕业就能直接上岗的企业急需人
才。 据悉，益阳职院是国内首个与一汽马
自达合作此项目的高职院校。

益阳职院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
“动”、围绕企业技能人才需求而“转”、适
应市场需求变化而“变”，不断深化产教融
合，着力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 近两

年，该院毕业生就业率达90.56%。 其中，
船舶类、电商类等多个专业的学生被企业
提前预定， 用人单位满意率在90%以上；
不少学生毕业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班组
长、店长，成为基层管理者。

益阳职院建立动态专业调整机制，
先后开设了船舶工程技术、游艇设计与
制造、焊接技术及自动化、粮食工程技
术、粮油储藏与检测技术等全省高校独
有的特色专业， 新增数字媒体应用技
术、移动商务、金融、新能源汽车技术、
老年服务与管理等多个社会急需人才

的专业， 停办了汽车制造与装备技术、
工程机械与维护等专业。 同时，益阳职
院对教师大力实施既懂专业理论知识、
又懂实践操作技能的“双师培养计划”，
对学生采用“入校即入职、毕业即就业”
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该院“牵
手”4个工业园区、89家重点企业和多
个行业协会，通过“校中厂”，把企业引
入校园、产品引入实训、工程师引入课
堂，让学生在学校投身企业真实项目运
作；通过“厂中校”，让教师进入车间、学
生进入工段、教学进入现场，将专业建

到产业链上。
益阳职院在为园区、企业培育能工巧

匠的同时， 还面向社会开展技能培训，助
力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 近两年，该院每
年培训新型职业农民、退役士兵等各类人
员超万人次，培训合格率达95.6%。

长沙县：
7年改造农村危房10712户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通讯员 熊冰俏 记者 李治）
长沙县安沙镇鼎功桥村兰桥组低保户徐五元昨天上午
将“福”字贴上新修缮的房屋大门，笑容浮现在脸上。 长
沙县自2013年起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政策，累计投入3.378
亿元，完成了农村危房改造10712户，实现了“4类重点对
象”住房安全有保障。

徐五元之前所住房屋因白蚁蛀蚀严重，加之年久失
修，导致不少地方漏水、发霉。 又因其丈夫过世，公公婆
婆身体欠佳，女儿还在上学，无力承担房屋修缮费用。 今
年7月，长沙县住建局对“4类重点对象”（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的房屋逐户进行危险性鉴定， 将被鉴定为C、D级的危房
纳入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 徐五元的房屋被鉴定为
C级危房。“一共花了3万余元，政府补贴了2万元。 ”徐五
元有了这笔补助后，对漏水的屋顶瓦面全部更换，给房
顶天沟进行防漏水处理，对部分墙面进行加固、重新粉
刷，门窗也进行了修缮。

“‘两不愁、三保障’中的住房安全最形象、最显眼、
最直观，是脱贫攻坚的关键因素。 ”长沙县住建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长沙县按照“科学规划、统筹发展，确保公正、
经济适用”的原则，聘请了第三方机构开展房屋质量安
全大排查大整改行动，逐户对“4类重点对象”的房屋进
行排查，实现了全覆盖。

“三带三帮”扶贫惠民
湘潭市举行现代农业千亿产业

集群发展现场对接活动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陈艳）各

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各地客商接踵而至。 11月26日，湘潭
市现代农业千亿产业集群发展暨“三带三帮”脱贫奔小
康现场对接活动在岳塘国际商贸城举行。 来自该市59个
省定贫困村和农业企业，以及湘西州永顺县8大类700多
个产品参与本次活动。

近年来，湘潭市委、市政府统筹推动全市农业产业
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迈出了坚实步伐。 特别是在农
业产业集群发展和“三带三帮”工作中，该市围绕“一县
一特”“一园一业”“一村一品”，全力打造“3+3”现代农业
千亿产业集群：通过园区带片、企业带村、合作社带户

“三带”方式，落实帮技术服务、帮产销推介、帮融资对接
“三帮”举措，为发展扶贫产业提供强力支撑。 目前，湘潭
市以“三带三帮”为发力点，带动2.9万户贫困户脱贫致
富，完成了从扶贫“输血”到产业“造血”，实现从“扶生
存”向“扶发展”的根本转变。

本次活动，湘潭市农业农村局、人社局就产业发展
和产业扶贫政策、贫困人口就业政策和岗位以及金融产
品等内容进行发布。 同时，还进行企业招商签约、银企签
约、农产品采购签约，签约金额分别达34.14亿元、14.24
亿元、10.09亿元。

衡阳开展2019年度
根治欠薪攻坚行动

坚决打击欠薪“老赖”，确保春节前“两清零”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李
建平）今天，记者从衡阳市人社局获悉，为确保农民工按
时足额拿到工资，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
定，衡阳市从11月20日开始至2020年春节前，组织开展
2019年度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

元旦、春节临近，农民工工资支付将迎来高峰。 衡阳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工
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等行业为重点， 确保全
面实现政府工程项目、 国企项目欠薪的在2019年底前清
零，社会投资项目欠薪在2020年春节前清零。

据介绍，此次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
月20日至11月30日，开展集中宣传和自查自纠，全面检
查各类在建项目，及时发现和整改欠薪隐患。 第二阶段
从12月1日至2020年春节前，重点开展执法检查，相关部
门将组成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联合执法检查组，开展排
查治理、专项整改、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失信惩戒、打击
犯罪、欠薪维权等多项攻坚行动。宁乡对不规范停车行为

说“不”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张

宏艳）“以前店铺门前经常有车随意停放，过路行人只
能绕着走，沿街商户的生意也受影响。 ”今天，在宁乡
市人民北路经营卫浴产品的王丽萍告诉记者，近来这
一现象得到改观。 这得益于今年10月中旬，宁乡市制
定《关于规范宁乡市城区停车秩序的通告》，有效遏制
车辆随意停放的乱象。

“我们从全市执法队伍中抽调精干力量，分成10个
小组，对城区10条‘停车示范街’进行摸排，引导车主有
序停放。 ”宁乡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现阶段只
对违停车辆张贴提示单，暂时不处罚、不扣分，目的是让
车主增强规范停车意识，提升法律素养和文明水平。

与此同时，宁乡城区各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
者和城管执法人员，在马路沿线挨家挨户发放《通告》2
万余份，引导车主规范安全停车。

记者在纳入“停车示范街”的宁乡大道看到，经过广
泛宣传和流动巡查， 该大道两厢基本没有车辆违停现
象。下一阶段，宁乡市城管局将从街道实际出发，充分考
虑临街门店需求、车主停车需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联
合宁乡市公安局、交运局，科学规划停车位，严格规范执
法行为，和市民一起营造更美好的城市环境。

今年4213名贫困群众有望脱贫

专业围绕市场转 教学寓于实训中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文
紫湘)参观摩崖石刻拓片博物馆、品尝永州美食东安鸡、
诵读国学经典……日前， 澳门镜平中学30余名师生走
进永州，“校长带你游中国之永州研学”活动启动。

“我有亲戚在湖南工作，以前听他多次提起永州，
这里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我对这次永州行非常期待。 ”
澳门镜平中学高二学生梁惠珍说，此次研学活动为期4
天，他们将赴零陵柳子庙、道县濂溪故里、宁远文庙等
研学基地，感受当地厚重的历史文化。

永州市地处湘江源头，境内文物古迹众多，民风民俗

独特，自然风光秀美。近年来，该市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整合当地旅游资源，创新推出“旅游+研学”。目前，该
市已有李达故居、濂溪故里、舜帝陵等10个景区景点入选
首批“湖南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为促进研学和
旅行深度融合，该市将农业采摘、红色文化和非遗文化等
元素融入研学旅游线路和课程， 精心推出“红色文化游”
“民俗风情游”等多条特色线路。

据悉， 香港亚太旅游卫视等港澳媒体将全程跟拍
“校长带你游中国之永州研学”活动，并制作相关专题
宣传片，在粤港澳大湾区进行宣传推介。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宋多夫 何军
成）11月27日， 东安县舜皇山国家级风景区里的大坳村层林尽
染，村民们忙着招呼游客。 2016年，该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
元，3年来，全村发展农家乐、旅游商品店等30多家，村集体经济
收入、村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都在10%以上。 今年，东安县微旅
游带动1.2万多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近年，东安县着力打造说走就走、快去快回、自助自理的全
国知名微旅游目的地，推动脱贫攻坚。依托舜皇山国家级风景区
等成熟景区，把周边的农村建设成为适宜的微旅游目的地，并大
力引导社会能人建设微旅游项目等，打造出“银杏园鹿苑”“溪水
以南花境花海”等100余处美丽乡村和微旅游景点，通过吸引贫
困户在景区就业、参与旅游开发，实现脱贫。持续举办乌饭节、东
安武术节等旅游文化活动，带动游客总量不断增长,今年旅游文
化活动为贫困户带来0.23亿元综合收入。

努力把东安鸡、米酒等开发成旅游产品，借助互联网等拓
展销售渠道，推动贫困户增收。该县川岩乡赤皮园村人均耕地
仅0.59亩， 村主任胡玉鹏带领大家把当地产的米酒注入南竹
内，制作成竹筒酒，成为热销的旅游产品，全村今年预计人均
增收6000多元。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严万达 黄柳英 通讯员 杨
雄春）11月23日，我省瑶族文化专家、学者100余人来到蓝山
县，参加在这里举行的湖南省“神美湘江源、神秘瑶文化”瑶族
文化交流活动，畅谈瑶族文化传承保护发展，并全面启动我省
《瑶族通史》修订工作。

这次活动由湖南瑶族文化研究中心和蓝山县委、县政
府联合举办。我省有瑶族人口75万人，居全国第二，瑶族文
化积淀深厚。 为继承和发扬瑶族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湖南瑶族文化研究中心构建了一支跨学科、
多领域的瑶族文化研究团队，成功举办了首届“瑶族风采”
大赛等大型活动，出版了大批学术著作。

地处湘江源头的蓝山县，是瑶族文化发祥地之一,瑶族伞
舞、过山瑶瑶歌被评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该县
发挥瑶文化、生态游的优势,乡村旅游方兴未艾。今年1至10月,
全县乡村旅游总计接待游客逾2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0.6亿
元,同比增长12.9%。

“校长带你游中国之永州研学”启动

“神美湘江源、神秘瑶文化”

瑶乡风情引客来

东安微旅游带动
1.2万多人脱贫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3793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46
475
4605

4
14
140

259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9439
56039

244
151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27日 第2019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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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1327869 元
01 0904 05 10 16 22 25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 月 27日

第 2019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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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 1040 10036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32 173 334236

5 84

岳阳县 “头雁”驻村领先飞

益阳职院 产教融合育“巧匠”

腊肉飘香
11月25日，张家界市永定区沅古坪镇老八区农产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在熏制腊肉。 近年来，该区坚持

“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全力推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让贫困群众在搬出大山的同时，发展特色产业，助力贫困
户脱贫致富。 向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