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后”海归回家乡邵阳创业———

“没想到事业发展这么顺利”

桂阳清退扶贫领域
违纪资金79万余元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通讯员
杨庆 记者 颜石敦 ）日前，桂阳县
纪委监委在雷坪镇举行违纪款清
退活动，将花园村原党支部书记史
某占用的4万余元生态公益林补偿
款退还给群众，史某受到留党察看
一年处分。

今年来，桂阳县进一步加强
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重拳整
治扶贫领域贪污挪用、 截留私
分、优亲厚友、虚报冒领等突出
问题。把扶贫领域违纪款清退与
警示教育、 政策宣讲相结合，不
断增强党员干部的规矩和纪律
意识，达到“查处一个、警醒一
片”目的。截至目前，全县共发现
扶贫领域问题线索40件，立案39
件， 查处 56人， 清退违纪资金
79.36万元。

12月6日，双峰县井字镇莲花
山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扶贫
车间，蒋德琼在整理包装纸箱。她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丈夫在外务
工，一儿一女均在读书，原来一家
住在4公里以外、地处偏僻的三石
村。2018年底， 通过易地扶贫搬
迁，蒋德琼一家住进了安置点100
平方米的新房。3月底开始， 她进
入扶贫车间工作， 每月可收入
2000余元。 李建新 摄

住上新房 当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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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黄驿翔 彭铖）12月5日， 益阳市
资阳区金花坪社区一老旧小区的居民李
淑娥， 与坐着轮椅的邻居钟近武出去散
心。她对钟近武说：“搭帮‘网格红管家’
李佳华跑部门， 把门口的民福路改造好
了。今后你自己操作轮椅就能出门，不用
担心积水和颠簸了。”

在资阳区城区，社区内路灯安装、车
位设置、交通文明劝导、环境整治以及突

发事件处置、 紧急救援等大事小事，“网
格红管家” 会第一时间办理。 两个多月
来，他们为辖区内居民解决杂物清理、树
枝修剪等问题390余个， 增添晾衣架17
处， 安装楼道文化宣传栏、 便民粘贴栏
660余块，增设停车位537个，清理牛皮
癣8万余处，调解居民矛盾146起。同时，
收集企业难题23个，帮助解决20个。

今年9月，资阳区在城市社区全面推
广“网格红管家”基层治理模式，将28个

社区划分成84个网格，通过群众推荐、组
织认定，从社区干部和居民中遴选“网格
红管家”， 并与相关职能部门一道建立
“网格红管家微信工作群”， 为群众提供
及时、常态、精准服务。“网格红管家”工
作纳入基层党建年度考核。目前，84个网
格中共配备“网格红管家”139名，他们都
是义务服务， 走栋入户了解居民所需所
求，第一时间排查解决问题，组织开展垃
圾分类、文明城市创建、扫黑除恶宣传等

活动。 对无法现场解决的问题， 反馈到
“网格红管家微信工作群”， 让相关职能
部门解决。

资阳区“网格红管家”从群众中来、为
群众服务，让幸福在群众家门口升温。“网
格红管家”80%是无职党员，他们的贴心服
务也让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更好发
挥，党组织和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得到提
升。近段时间，“网格红管家”服务对象中，
有7人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通讯员 何庆辉
记者 颜石敦 ）11月下旬，2019湖南·郴
州首届民宿峰会举行， 各市州文旅部门
负责人及民宿业主代表参加。会上，展示
了郴州市精品民宿发展成果， 介绍了郴
州市推动民宿品牌化、集群化、产业化发
展的经验，受到与会代表好评。

郴州市古称“林邑”，意为林中之城，
素有“天下第十八福地”的美誉，拥有国
家5A级景区东江湖、 原始生态莽山、优

质森林温泉等丰富且颇具特色的休闲度
假旅游资源。这里交通便捷，境内有京广
铁路、京广高铁、京港澳高速、厦蓉高速
等交通动脉， 去年入选广东人最喜爱的
全域旅游目的地。

近年来，为推动全域旅游发展，郴州
市发挥当地优势，大力发展民宿产业，制
定出台了加快发展精品旅游民宿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旅游民宿管理办
法等文件。在项目引进、推进机制、财政

奖励、用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对民宿产
业发展提供有效政策支持。 放宽旅游企
业享受中小企业贷款优惠政策条件，对
评选出的铂金宿、金宿、银宿民宿进行奖
励扶持。支持旅游企业利用荒山、闲置宅
基地、旧厂房、空心村、废弃矿山、石漠化
土地等开发旅游项目。 每年还举办民宿
人才专项培训，促进民宿专业化、规范化
发展。

目前，郴州市民宿已初步形成“一

核多点”空间布局。即以环东江湖为核
心，以莽山、飞天山、仰天湖、桂东高山
等12个区域为重点， 加快发展民宿产
业。全市已建成湖隐松间、壹息美宿、
那一年等精品民宿近200家，有床位近
2000个。 民宿产业成为郴州文旅产业
的新亮点和新增长极， 今年1至10月，
全市民宿共接待游客57.6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约3.2亿元， 同比实现大
幅增长。

1至10月接待游客57.6万人次

从群众中来 为群众服务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郑旋）今天上午，2019年长
沙市“十行状元、百优工匠”技能竞赛活动总结表彰暨“劳模
工匠师徒结对”仪式举行，熊珠琦等10名获得行业竞赛第一
名的“十行状元”、陈耀宗等90名获得行业竞赛前2至10名的
“百优工匠”受到表彰。

自6月起，长沙市启动2019年“十行状元、百优工匠”竞
赛活动，设置冷作钣金工、汽车涂装、自动焊接、机器人运用
与维护、数控加工中心、工程机械维修、装配式建筑、护士护
理、电子设备装接工、中央空调清洁维护等10个工种为竞赛
项目。经3个月层层选拔、推荐及培训，从全市500余名选手
中选出“十行状元、百优工匠”。

“这些技术人才爱岗敬业、技能精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
产业工人的风采。”长沙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周宏兆介
绍，开展“十行状元、百优工匠”竞赛，是长沙扎实推进省“芙
蓉人才行动计划”、落实“长沙人才政策22条”的有效举措，旨
在发挥各行各业高技能人才的示范作用，在广大职工中掀起
学技术、练本领、比技能、创一流的热潮。

茶陵追缴扶贫
资金345万余元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唐艳丽） 近日，因
截留挪用垄茶高速拨付给村里的
20余万元征地款， 茶陵县火田镇
山田村党支部原书记何延生等3人
受到党纪处分。

今年来，茶陵县纪委监委紧盯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采取
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学习扶贫政
策、 派工作队驻村参与扶贫、派
干部与贫困户结对帮扶等方式，
让纪检监察干部成为扶贫工作
的直接参与者，有效监督扶贫政
策落地情况。今年1至11月，发现
扶贫领域问题521个， 立案111
起，追缴资金345万余元，其中退
还群众资金154万元。

安乡清理河道洲滩
杨树30多万株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冯宇）近
日，安乡县水利局下达“清障令”，要求安障乡岩剅口村一农
场在规定时间内，清理松滋河洲滩上7000多株杨树。今天，
安乡县水利局监察室相关负责人检查发现， 松滋河已恢复
畅通，河道环境焕然一新。

为强化河道治理，今年来，安乡全面清理河道内违法种
植的树木，保障河道泄洪能力。在河长制基础上，该县水利
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实施河警长制度，严厉打击涉河违法
犯罪行为。目前，该县已清理河道洲滩杨树30多万株，并对
河道洲滩养鸡、养猪等进行了全面清退。

八旬老人捐81万元
设立读书报国基金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周明韬
王靖）原祁东县第一中学教师、今年80岁的刘应辉，日前将
81万元积蓄捐给学校，设立读书报国基金，激励师生明“读
书报国”之理、走“创新图强”之路。

刘应辉是广东人，1965年从湖南大学毕业，来到祁东县
任教。1969年，他调到祁东一中工作。1984年，因教学成绩突
出，刘应辉调到长沙一所高校任教，直至退休。

老人在祁东任教19年，他把祁东看作第二故乡。今年是
他离开祁东35年，他决定将81万元积蓄捐出，支持第二故乡
教育。

“设立读书报国基金，主要是想鼓励学生积极向上、努
力学习、立志报国。”刘应辉说。

“老人平时生活简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一生积蓄
捐献出来，令全校师生十分感动、敬佩！”祁东一中党总支书
记陈吉光说。

郴州 民宿形成“一核多点”布局

资阳“网格红管家”让幸福升温

湖南日报 12月 6日讯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钟颖）12月2日上午，邵
阳市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按
照约定，来到莲荷村结对帮扶贫困户高申
有家收购蔬菜。当天老人卖了50多公斤蔬
菜，收入300多元。“这下真的不愁销路了，
在家就能卖菜。”老人竖起大拇指。

高申有夫妇均70多岁，患有高血压、
冠心病等， 儿子20多年前外出务工时发

生意外，左手截肢、脊柱受损，生活不能自
理。高申有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种了5亩菜
补贴家用。

11月24日，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
责人来到高申有家，与高申有签订《消费
扶贫蔬菜购销协议》，约定每周
至少1次到他家收购蔬菜，现金
结算， 收购的蔬菜供往该局食
堂。目前，该局已上门收购3次，

共150多公斤，帮老人增收近1000元。
“以前我家老头子天还没亮就摇摇

晃晃挑菜出门，我很担心。现在好了，你
们上门来买我们的菜，谢谢你们！”高申
有的老伴激动地说。

据了解，今年该局致力于消费扶贫，通
过上门收购、推介包销农产品等方式，帮助
贫困户稳定增收。目前，该局结对帮扶的莲
荷村17户贫困户均已顺利脱贫。

长沙表彰
“十行状元、百优工匠”

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消费扶贫助增收

新闻集装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杨连喜 陈历军

“没想到事业发展这么顺利。”12月5
日， 记者走访邵阳湘商产业园湖南圣菲达
服饰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樊祺高兴地说。

樊祺用4组数据总结3年来的创业成
果： 公司人数从2016年单枪匹马发展到
500余人； 年税收从1万元增加到550万
元； 产品从泳装拓展到潜水服、 骑行服
等，年产400万件；开拓了国内和欧洲2
大主体市场。

樊祺今年29岁， 在英国华威大学获
得项目管理学硕士学位。2016年9月，他
回乡创办湖南圣菲达服饰有限公司。

“刚回邵阳时，还是有很多疑虑的，
厂房怎么办？ 办事部门会不会‘索拿卡
要’？招工、融资问题怎么解决……”樊祺
说，仅仅一个月，他的疑虑都被打消了。
当时，邵阳湘商产业园就其项目进行了3
次专题调度，帮他解决标准化厂房、启动
阶段用工及水电气等问题。2016年10月
17日，项目正式投产；11月17日，法国“迪
卡侬”到公司对接项目合作。

现在，圣菲达服饰公司取得了法国“迪
卡侬”品牌中国供应商质量第一的成绩。

“这几年回乡创业， 我感受最深的
是，在邵阳做企业，不需要考虑‘人情世
故’，充实而干净，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樊祺说。

樊祺是回邵阳创业大军中的一员。近
年来，邵阳市围绕“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不遗余力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3条，并
设立50亿元产业扶持引导基金、50亿元企
业融资担保资金、5亿元引才引智专项资
金，重点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从今
年起，市财政每年拿出3000万元，扶持
园区新建20个技术共享平台， 重点提供
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成果转化、招工培
训、信息等方面服务。

随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中电彩虹
特种玻璃国内首条G7.5盖板玻璃生产线
建成投产， 三一湖汽研发生产出国内技
术领先的环保智能自卸车， 亚洲富士电
梯建成国内运行速度最快的电梯试验
塔， 邵阳纺机生产出填补国内空白的特
种化纤设备……一大批来邵阳投资的企
业实现大发展。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2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492224
0 968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83
1476
12083

2
31
371

111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20120
120444

518
3449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2月6日 第2019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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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07 0311 16 20 24 26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2月 6日

第 2019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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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 1040 772720

组选三 641 346 221786
组选六 0 173 0

5 54

决胜

———扶贫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