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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见
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彭志惠 姜帆）11月29
日，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义南村举行大手牵小
手清洁家园行动，从80多岁的党员到幼儿园
小朋友，都积极参与保洁。今年以来，该区着
力引导群众共治共建共享， 持续推进农村改
革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获评“岳阳市优秀县
（市）区”，工作经验作为湖南省主题教育攻坚
克难典型案例进行刊发， 并被确定为全省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会主要现场。

屈原管理区充分发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推动村级治理从“人治”
向“自治”转变。成立由区委书记、区长牵头的

指挥部，区乡村三级书记担任“一线总指挥”，
党政主要负责人联村督导， 落实乡镇班子包
村、联点单位包片、村支两委包组、党员包户
的“四包”制度，选派干部309人驻村联点，做
到镇村全覆盖，实行日通报、周调度、月讲评
工作机制。共曝光问题109个，问责约谈23人
次，问题整改率达100％。

为了解决农村垃圾围村的问题， 该区在
各村（社区） 设立生活垃圾回收的“绿色银
行”，建立“门前三包”保洁机制，配发垃圾桶1
万个，做到生活垃圾“户分类、村收集、乡转
运、区处理”。各乡镇（街道）、各村（社区）由村
民选举产生红白理事会，形成“一策（工作方

案）、一会（红白理事会）、一约（村规民约）、一
队（文明劝导队）”的移风易俗模式，丧事简
办、婚事新办、余事不办成为新风尚。目前，村
容村貌大为改观， 成功创建1个全国文明村、
4个省级美丽乡村。

屈原管理区发挥老干部、老教师、老战
士、老模范、老专家和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
用，组建人居环境整治理事会，督促做好门
前“三包”。组织学生开展“放学10分钟”学
雷锋活动，清扫公共区域，帮助空巢老人、
残障居民等打扫门前屋后卫生， 全区累计
发动志愿者2万余人次，开展志愿服务17万
小时。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欧阳倩）原
本一场普通的工作会，变成了火辣辣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抽堂考试”。11月
29日上午， 长沙市雨花区政府会议室, 刚落
座， 区委书记张敏突然问：“主题教育中搜集
起来的42项民生实事，完成情况如何？”“已完
成13项。”有人答。

完成率低是不是意味着整改效率低？干
部中有人补充回答，42项实事中， 有些问题
如转变作风，是需持续性整改的、没有计入完
成； 大部分正在收尾但还没有通过群众检验
的，也不计入完成。张敏听完面色稍缓，点点
头：对整改情况理应这样高标准、严要求，不
能向老百姓交空账、“糊涂账”。

据了解，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雨花区党员干部通过调研、上门

访问，梳理出42项群众反映的最急最忧最盼
的民生实事， 囊括了社会治理方面， 如看病
难、办证难等；基础设施陈旧方面，如老旧社
区、农安小区提质改造问题等；党风政风建设
方面， 如扶贫领域作风整改等。42项实事均
以问题为导向，由31名县处级干部作为牵头
人，负责制定解决方案并落实。从整改内容到
整改措施，再到整改完成进度，每一项整改都
有自己的“专项档案”。

与此同时，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雨
花区组成多个调研组。目前，该区“四大家”
班子成员确定25个调研课题并形成方案，
街道、 部门等负责人确定了118个调研课
题。这些课题并没有停留在纸上，而是通过
研讨交流、问题交办等，加快成果转化。针
对全区资金资产资源等情况进行调研分

析，雨花区就如何增强经济发展新的动能，
提出系列举措；针对圭塘河治理调研课题，
在圭塘河治理新三年行动计划中， 提出了
具体举措……

围绕长沙市提出的“优化营商环境年”
和“产业项目建设年”，雨花区进一步梳理
问题“堵点”。取消事项123项，精简达30%以
上；推行并联审批，并将部分审批下沉到街
道社区……目前，帮助51个企业（项目）解
决了105项诉求问题。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
讯员 罗徽 陈志杰）11月29日，首届湘赣边
区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郴州举行，
2019湖南（郴州）第五届特色农产品博览会
同时开幕。由省农业农村厅、江西省农业农
村厅、 郴州市政府联合主办的这两个活动，
吸引800多家企业、采购商参加。

近年来， 郴州着力打造蔬菜、 柑橘、茶
叶、生猪“四个百亿产业链”，培育了东江湖
蜜橘、永兴冰糖橙、汝城朝天椒、临武鸭、裕
湘面等一批产销两旺的地理标志产品和全
国名优特色农产品品牌。目前，全市“两品一

标”认证达到116个，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达245家。

这届农博会以“产销对接、合作交流”为
主题，分国内特色农产品展区、湘赣边区优
质农产品展区、 省内市州企业展区、“湘江
源”蔬菜展区等9大展区，设标准展位1100
个，参展农产品近万种。

展会为期5天，活动内容丰富，包括“湘赣
红”品牌农产品推介、“湘江源”蔬菜推介、美丽
乡村大舞台、“游遍郴州”通关赢大奖等。开幕
当天，举行了重点农业项目签约仪式，郴州成
功签约项目33个，总投资92.55亿元。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刘泉全 王学军）
“一农贸市场鸡蛋样品氟喹诺酮类恩诺沙星
超标，来源疑似桃源县蛋鸡养殖户。”日前，常
德市农业农村局接到省农业农村厅有关农产
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结果通报， 迅速成立调
查组展开调查， 并建立完善了相关制度和生
产记录。

“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放心”，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 常德市农业农村局聚焦农
产品质量安全突出问题， 扎实开展专项整
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集
中整治农药及农药残留、“瘦肉精”、兽用抗
菌药及兽药残留、生猪屠宰监管、水产品兽
药残留及非法投入品、生鲜乳质量安全、农
资打假等7个方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通过媒体曝光20起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典

型案例。全面梳理在监督检查、抽检监测、
案件查办、投诉举报、媒体曝光等方面发现
的问题，形成问题清单和任务清单，严格对
照清单，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安排暗访组每周开展巡查，发现问题及
时反馈。

到目前， 整治行动共抽取检测草莓、莲
藕、芹菜等农产品231批次，检查生产经营企
业7598家次，取消无证照企
业52家，吊销证照企业2家，
立案查处案件56件、已办结
32件， 移送司法机关案件2
件。

产销对接 合作交流

湖南（郴州）第五届特色农博会开幕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通讯员 覃正文
见习记者 李杰） 记者今天从常德工信局获
悉，近日，工信部将常德市“五个坚持”助推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做法在全国进行推
介。工信部发文指出，常德市创新服务举措，
暖企行动、惠企绿卡受到企业好评，营造了
浓厚的亲商敬商氛围，其做法对当下支持实
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发展先进制造业，具
有广泛的借鉴和推广意义。

近年来，常德市委、市政府深入推进“开
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突出工业主战场、
园区主阵地，以兴工强工为目标，以暖企行
动为抓手，以“五个坚持”推动了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五个坚持”是指：坚持理念为先，
凝聚工业发展的向心力，开展尊商惠企、政企
互动、暖企惠企活动，先后组织“百名领导联
系服务百家企业”等帮扶活动，帮助企业解决

发展中的问题；坚持项目为王，蓄积工业发展
的原动力，在北京、上海、深圳设立产业招商
服务中心，今年前9个月，新引进亿元以上工
业项目171个；坚持园区为基，提升工业发展
的支撑力，打造工程机械、生物医药、新材料、
电子信息等一批“专精特新”园区，不断完善
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城融合；坚持
产业为核，增强工业发展的聚合力，着力打造
烟草、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健康食品、文旅
康养四大千亿产业集群；坚持环境为本，强化
工业发展的推动力，积极降本减负，推动亲商
敬商，全市各级兑现惠企政策为企业减负近
8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常德市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长7.6%；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技改投
资分别增长29.4%、39.7%，增速均居全省第
一；新增规模工业企业75户。

“五个坚持”助推高质量发展
常德工业经济发展经验获工信部推介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见习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王燕）11月28日上午，湘潭县天易水
竹学校中学部德育处邓练练老师， 主持了一
堂生动的主题团课，她利用“学习强国”平台，
带领共青团员们观看强国领军人物视频，树
立学习榜样，受到大家欢迎。

“学习强国”平台上线以来，其丰富的信
息、多样的类型，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提供
了“学习天地”。湘潭县为推动“学习强国”平
台资源与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结合，召
开“学习强国”进校园工作部署会，向各中小
学校分管德育的负责人，推介“学习强国”平
台的优质学习资源，引导各中小学校运用“学
习强国”中的“强国人物”“历史人文科技”“强
国课堂”等版块，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的丰富
性和多样性。

目前，湘潭县各中小学都在开展“学习强
国”进课堂主题活动。湘潭县委宣传部主要负
责人说：“‘学习强国’进课堂的活动，能有效
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湘潭县“学习强国”
进校园树新风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
员 胡吉星）11月30日上午， 浏阳市远赴深
圳举行“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暨粤港澳
大湾区（深圳）招商推介会和生物医药·智能
制造高端人才专场招聘会，受到与会数百名
企业家、中高端人才欢迎。

在当天举行的生物医药·智能制造高端
人才招聘会上，来自浏阳经开区、浏阳高新
区生物医药和智能制造产业的18家重点企
业， 携近300个岗位来到改革开放最前沿阵
地招揽高端人才。当天同步举行的“引老乡、
回故乡、建家乡”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招商
推介会吸引了400余名企业家、 商协会代表
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活动现场，共有16个项
目成功签约， 引资149.75亿元， 涉及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健康食品、文化旅

游、职业教育等多个领域。
“今年我们把老乡恳谈会的会场从浏阳

搬到了深圳，地点变了，但老乡之间的深厚
情谊不变， 大家心系桑梓的情怀不改。”“我
们带着满满的诚意而来， 就是要广发‘英雄
帖’、广招‘千里马’、广引‘金凤凰’……”在两
场活动的现场，浏阳市委主要领导向数百名
企业家以及中高端人才发出来浏阳投资兴
业、施展才华的诚挚邀请。

近年来，浏阳坚持把人才资源作为支撑
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加大人才引进力
度。近两年，共引进机关事业单位人才1800
余名、企业人才6万余名。同时，浏阳着力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
取得显著成效。今年，全市新引进项目196个，
计划投资总额823.31亿元。

浏阳赴深圳招商揽才
16个项目签约，引资149.75亿元

不向老百姓交空账交“糊涂账”

雨花区高标准整改民生实事

屈原管理区村容村貌换新颜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验向全省推介

常德市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方面突出问题

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爱心菇”进农家
11月29日，隆回县金石桥镇泉溪村驻村干部和村民在分发香菇菌袋。当天，湖南神骏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爱心捐赠活动，为该村349户村民每户免费赠送10袋香菇菌，并现
场传授香菇种植技术，帮助他们增收。 贺上升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2 月 01日

第 201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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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1040 1157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39 173 335447

8 3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2月01日 第2019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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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8654291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5
二等奖 22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123356
31 9530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215
100630
1773938
18893849

74
4146
70102
744369

3000
200
10
5

1106 30 31 3212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汤奕)11月29日15时许，益阳市中心城区会龙
山大桥一女子跳桥轻生， 有群众拍下现场照
片，立即上传到益阳市公安局网络报警系统。
资阳公安分局银城快警平台值班民警4分钟
内赶到现场， 在群众的协助下将女子救起并
送往医院。目前，该女子已脱离生命危险。

益阳市公安局于今年1月在全市范围内
开通网络报警系统， 并作为2019年市州公
安机关重点改革项目和2020年市直单位为
民办实事项目重点推进。这一系统采用中心
制架构设计，即在互联网上建立一个110网
络报警数据分析处理中心，所有网络报警均
汇集到该中心。中心根据报警人所处位置将

警情分发到当地接警平台，利用该系统支撑
完成110指挥中心接警、派出所处警、民警
现场出警整个流程。

与原有报警方式相比，网络报警系统更
智能、更精准。它不仅可实现语音、文字、图
片、视频报警，并能发送实时位置。在报警人
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无法正常报警时，还
可通过“一键紧急报警”设置，传递出求救和
所在位置等信息。接警员可将警情直接推送
至离处警位置最近的巡逻车和民警。

目前， 益阳市已有4.3万余人安装网络
报警APP。通过网络报警，益阳市公安机关
直接办理刑事案件6起，刑拘8人，治安案件7
起，行政拘留5人，抓获负案逃犯3人。

有图有声有真相

益阳网络报警系统好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