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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炼 李川

“前不久，我们与苏仙区签订30亿
元的郴州职教城项目后，第二天区里的
项目指挥部就成立并运转，选址、规划、
征地等工作进度大大快于预期。 ”11月
20日，湖南领航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负责
人瞿启云说，以前项目投资常感觉是企
业催着政府走，在苏仙区却是政府催着
企业“往前跑”。

瞿启云口中的“变化”，是苏仙区以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
契机，开展“党建工作大引领、干部作风
大提升、招商引资大行动、产业项目大建
设” 行动取得的成效。 正如郴州市委常
委、郴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苏仙区委书
记冯海燕所说， 结合主题教育开展的这
“四大专项行动”， 是检验全区党员干部
“守初心、担使命”的重要“试金石”。

党建引领，为群众排忧解难
苏仙区不断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思

路和模式， 今年9月推行党建工作站
“1+N”模式，即1个党建工作站，下设社
会事务站、发展服务站、金融服务站、志
愿服务站等，党建工作站站长由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兼任，其他站站长分别
从村（社区）“两委”干部或乡贤能人中
选派。

苏仙区五盖山镇凉伞坪村60多岁
的村民毛龙安，用社保卡在村里的金融
服务站刷卡后，取出几百元生活费。 他
说：“我们村离城区有几十公里，以前进
城一趟取钱要几个小时，现在在村里就
能取钱，方便多了。 ”

“‘1+N’模式在原来村级便民服务
中心的基础上， 增加不少服务村民的功
能。”王仙岭街道上白水村党支部书记邓

贤卫告诉记者， 区里和街道根据便民惠
民要求， 正探索下放更多服务职能到村
一级，增加了村民的获得感。

该区还动员党员干部开展政策宣
讲、调查研究、化解矛盾、推动发展“四
下基层” 活动， 在宣讲政策的同时，摸
排、化解了不少矛盾纠纷，破解了一批
阻碍发展的难题症结。

南塔街道位于郴州市城区中心位
置，在“四下基层”过程中，群众反映市
政设施相对陈旧、 无物业小区多等问
题。街道社区明确责任到人，挂图作战，
限期完成，获得群众称赞。

“四下基层”活动以来，该区共收集
意见建议500多条，化解矛盾纠纷2835
件。

作风提升，争先创优氛围浓
好的作风出好的成绩。 为此，苏仙

区重点整治纪律不严、精神不振、落实
不力“三不”问题，提升党员干部的精气
神。

“通过巡察、检查发现，基层各种
‘责任’不少，特别是各种牌子挂满办公
室，有的一间办公室挂20多个牌子。 ”苏
仙区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牌子多增加
了干部的负担，使干部疲于应付，难以
集中精力抓好主要工作，区里以此为切
入口，为基层党员干部“减负”，整治牌
子过多等形式主义。

针对“三不”问题开展作风检查，严
查上班迟到、早退、不在岗等问题。今年
10月以来，开展作风纪律明察暗访10余
次，发现问题135个，问责59人。 通过抓
作风提升，在全区形成履责尽职的良好
氛围。

奖惩并举， 激励人心。 该区对敢担
当、有作为的基层干部高看一等，让有为
者有位。 今年10月，通过评优评选，公开

选拔14人为基层领导干部，其中3人从社
区干部走上乡镇（街道）领导岗位。

干在实处，用发展检验成效
作风大提升鼓舞了党员干部的精

气神，该区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纷纷展
现政治担当、 责任担当， 在招商引资
大行动、 产业项目大建设中主动作为。

为招好商、招大商，该区收集了国
家、省、市2017年以来各项优惠政策，拟
定了进一步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
办法，并结合区里资源要素、产业布局
等，包装30多个项目实施精准招商。 还
成立新型工业、 现代农业等4个招商小
分队，走出去、请进来招商。

今年11月8日， 新湘农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广州俱泰皮具有限公司及东莞
虎门唯洁纸品厂3家企业落户苏仙工业
集中区。 广州俱泰皮具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该公司洽谈时提交项目可行性报
告及租赁5000平方米标准厂房后，很快
得到区里响应，效率很高，所以项目落
地也很快。

近2个月， 该区领导带队外出招商
10次，对接企业、商协会42批次，合同引
资超过30亿元。

该区还强化问题导向，梳理出42个
产业项目建设的“问题清单”，解决项目
建设问题硬碰硬，使全区项目建设风生
水起。

一期投资30亿元的郴州十畝·天堂
温泉项目，是郴州市打造“中国温泉之
城”的重要项目。 为加快项目建设，苏仙
区成立项目指挥部， 协调相关部门和
镇、村、组,全力跟踪服务,其工程进度多
次获上级部门表彰。

今年截至10月底，全区42个产业项
目完成投资76.1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
90.3%。

“娶新娘、建新房、上学堂，
全靠冰糖橙来帮忙”
麻阳举办冰糖橙旅游采摘节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段唐
平 滕珊珊）苗鼓声声橙漫山，锦江河畔迎客来。 今天上
午，2019麻阳冰糖橙旅游采摘节暨消费扶贫活动， 在麻
阳苗族自治县隆家堡乡步云坪橙园拉开帷幕，万余名游
客与橙农、 橙商相聚橙园， 体验采摘乐趣, 共享丰收喜
悦。

开幕式上，《苗岭欢歌》《冰糖橙儿甜》《武韵》等苗族
特色文艺节目，让现场嘉宾领略到了长寿苗乡的独特魅
力。 品橙比赛好玩又好吃，最受游客欢迎，50岁的“橙树
王”一亮相就成了焦点，享之源（北京）果酒有限公司等8
家实力客商，与当地企业签订购销合同，橙农、橙商都笑
开了颜。

麻阳是“中国冰糖橙之乡”，冰糖橙种植面积达25万
亩，年产量40万吨。 近年来，该县把冰糖橙产业作为富民
产业、特色产业、主导产业来抓，麻阳冰糖橙成为苗乡人
民的“幸福果”。“娶新娘、建新房、上学堂，全靠冰糖橙来
帮忙”， 冰糖橙产业覆盖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19060户
70090人，是麻阳规模最大、品质最优、效益最好、群众最
满意的扶贫支柱产业之一。

麻阳冰糖橙旅游采摘节从11月29日持续到12月20
日，包括冰糖橙产销对接会、冰糖橙采摘、冰糖橙系列直
播推介等活动，旨在通过“旅游+三农”，拉长冰糖橙产业
链，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擦亮麻阳特色产业与乡
村旅游品牌，加快推进脱贫攻坚步伐，实现乡村振兴。

常德“内外兼修”
推进师德建设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王春芳）11月24日， 常德七中组
织该校40多名音体美教师，通过微课堂
集中学习常德“给乡村教师安个家”的暖
心政策， 并学习该市偏远高寒山区教师
爱岗敬业的精神，了解常德实施“农村学
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成果。

作为一所艺体特色学校，近年来，常
德七中着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通过加
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教师理念信念，通
过校园文化建设共筑师生品格养成氛
围， 通过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师德践
行能力，成为常德“内外兼修”推进师德
建设的典型。

前些年，常德通过实施“教育三年攻
坚战”，城区学校扩容提质，校园数字化
建设加快推进， 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及教
师住宿条件等得到改善。去年来，常德实
施“农村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今年
又将列为全市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
加大投入， 强力推进。 在硬件建设基础
上，常德各级党委、政府在制定教育发展
规划时，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一项重点；
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和学校坚持把师
德师风建设放在队伍建设首位，实现“内
外兼修”。

在常德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和各类
教师评比表彰活动中， 师德师风是必备
条件； 各地各单位以师德考核作为教师
年度考核核心内容， 制定具体的实施细
则。 常德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
察组组长陈勇告诉记者， 教育是重要民
生领域， 行业风气直接影响群众的切身
利益。常德市把师德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有效解决了中小学食堂违规经营、 有偿
补课、违规收费、买卖生源违规招生等问
题。

永州经开区:
飞走的“凤凰”又飞回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胡纯

辉）11月27日， 今年从外地搬迁回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湖南腾飞地质装备有限公司旗下金科地质装备有限
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调试机器设备，近日将投入生产。而
一年前， 金科地质装备有限公司等5家生产地质勘探钻
头的企业，因为生产工艺环保瓶颈无法突破，企业提出
的整合方案迟迟得不到落实，先后搬迁到外地生产。

今年，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坚决查处影响营商环境
的问题， 办结永州市纪委交办的22个营商环境问题，开
发区纪委干部还走访58家园区企业， 进一步发现问题、
收集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对开发区所有企业和项目实
行领导挂牌联系，随喊随到帮扶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
设立1亿元助保贷平台风险补偿资金， 解决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特别是针对金科地质装备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搬迁
的问题，永州经开区主要领导多次前往倾听企业负责人
的意见和建议，列出问题清单，逐一解决，促成金科地质
装备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回归， 并带动上下游企业落户
开发区，一道组建湖南腾飞地质装备有限公司，安排600
人就业。

据悉，到明年，湖南腾飞地质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地质勘探钻头将占全国同类产品的80%。

益阳狠抓食品安全
见成效

查处问题隐患790项
次，立案286起

湖南日报 11月 29日讯 （杨玉菡
聂晓瑜 ）今天上午，益阳市政府新闻办
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益阳市整
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成果。

今年以来，益阳市市场监管局、市公
安局会同市教育局、 市农业农村局等相
关部门， 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
动，成立了校园食品、保健食品、农产品
质量安全等6个专项整治组。 截至目前，
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9600多人次，排查
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13000
余家次， 查处问题隐患790项次， 立案
286起， 其中50万元以上的案件1起，移
送违法犯罪案件6起， 处罚560余万元，
起到了打击一批、震慑一片的作用。该市
结合非洲猪瘟防控开展的肉类及肉制品
专项整治， 检查肉类及肉制品经营单位
1816家次，抽检247批次，查处不合格产
品10批次，保障了肉类食品安全。

益阳还全面启动食品安全示范乡
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站，以及食
品安全示范学校、示范街、“放心肉菜”市
场、示范餐饮门店、示范“三小”门店创
建， 目前已进入评价验收阶段， 以点带
面，推动全市食品安全整体水平提升。

实干践使命
———郴州市苏仙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促发展纪实

“暖冬行动”温暖学子
11月25日，桂阳县举行“暖冬行动”棉被发放

仪式，为1000名贫困学子发放了暖冬棉被，倡导社
会各界关注贫困家庭、关心贫困学子。 近年，该县
采取了一系列惠民举措，改善民生。

夏红 何卫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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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4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52
958

12266

11
35
310

176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7051
141719

445
4077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29日 第2019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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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6281 元
05 2410 11 15 23 28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 月 29日

第 2019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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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7 1040 4926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0 173 0

3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