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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地处湘江源头的永州市漫
江碧透，发展正酣。

永州市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坚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勃勃
生机。今年,全市新增加学位 63475
个，消除大班额3800多个，率先在全
省超额完成省定任务；1 至 10 月，全
市引进产业项目完成进度、引进个数，
分别名列全省第1、2位。12月2日，在
全省率先落地实施第二批110件“一
件事一次办”事项……

永州市上下凝心聚力，正书写着
新时代科学发展、稳健发展的新篇章！

双腿沾泥听民声，自选
动作丰富务实

12月8日是周日，祁阳县委宣传
部工作人员深入该县七里桥镇农户家
中，了解“十星级文明户”等精神文明
创建工作情况。祁阳通过全面开展“十
星级文明户”等文明创建活动，全县涌
现出中国好人、湖南好人、道德模范、
美德少年、最美志愿者、新时代好少年
等各类先进典型300多人。

今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永州市广大党员
干部深入基层察民情听民声，既强化
了广大党员干部为民服务意识，又找
到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实现规定动
作扎实开展，自选动作丰富、务实。

为把学习教育抓实，该市安排“十
个一”活动，即精读一批重点篇目、编
印一本应知应会知识读本、重温一次
入党誓词、重读重抄一次入党申请书、
讲述一次初心故事、举办一次宣讲报
告会、参观一次红色教育基地、观看一
次警示教育片、组织一次党的理论政
策知识考试、选编一批攻坚克难典型
案例。学习研讨确定“从忠诚看初心”

“从干净看初心”“从担当看初心”主
线。为把调查研究抓实，明确“三为”主
题，即为发展找差距、为百姓解难题、
为基层减负担。为把检视问题抓准，突
出“六个聚焦”，即聚焦理论学习、聚焦
政治建设、聚焦宗旨意识、聚焦工作作
风、聚焦担当作为、聚焦能力素质。为
把整改落实抓严，将全市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六大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融合到
中央和省委部署开展的8个专项整治之
中，持续抓好突出问题的整改落实。

市委书记严华深入市工信局、市发
改委、永州经开区等，市长何录春来到冷
水滩区麦子园村、金洞管理区油胜村、白
沙源村等，带头蹲点调研，带回了沾着泥
土的第一手资料，带动全市各级各部门
大兴调研之风，纷纷深入基层问需问计。

突出为民解难题，主题
教育落到实处

12月4日，蓝山县城塔峰路居民黄
孔标，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在该县“帮您
办”服务平台填写好个人信息，不到5分
钟，三蓝社区网格员李四海就认领该任
务，代黄孔标去农村商业银行缴纳医保，
并第一时间上门送上缴费凭证。

今年，永州市广大群众都切身感受到，
过去要往返好几趟的办证，现在全部实现
一件事一次办，工作人员还送证上门。

部门反复跑、材料重复交、信息不畅
通，如何解决群众办事难？永州市在各级
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一件事一次办”综合
窗口，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
平台，让信息在平台上“跑路”，推动政务
服务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办理，
实现企业群众办事一窗受理、一张表单、
一次办结。将服务端口拓宽至工业园、医
院、驾校等，下延至乡镇（街道）、村（社
区）的市场监管所、便民服务中心等，群
众的需要在哪里，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12月7日，位于永州市中心城区湘
江中的宋家洲岛，基础建设热火朝天。不
久的将来，这里将建成美丽的市民公园。

宋家洲岛1.1平方公里，以前，岛上
有6个村民小组，每年涨水季都会被淹，
该岛1993年被政府征收，然而岛上居民
不减反增，还无序种养、开办餐饮店等，
污染环境。宋家洲岛避险搬迁及环境综
合治理十分迫切。

为此，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调
度，抽调工作人员进驻宋家洲岛做群众
工作，为租房困难户寻找65套房源，帮
助患有重大疾病行走不便的、患有重度
精神残疾的 29 户被征收人落实了保障
性住房，为15户特困户解决临时困难救
助资金，将患病致贫的特困户 5 户 9 人
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长达26年的遗留问
题一一被化解。40 天内，岛上 521 户
1578名居民全部搬离，实现复绿。

永州市在主题教育活动中，各级各部
门主动认领问题，着力解决群众密切关注
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为广大群众交上
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今年，该市不但成功
化解大班额，还招聘1000名农村教师，破
解基层教师人才短缺问题；提质改造200
余处农村分散教学点，解决边远贫困地区
孩子上学难题。推动全市畜牧业转型升
级，猪肉价格稳定。市政府与国网湖南电
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提升永州农网改造
水平。

为民解难题，把主题教育活动落到了
实处。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经济发展持续升温

12月6日，记者来到永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湖南腾飞地质装备有限公司旗下的
各家企业，只见电焊火花飞溅，工人抓紧
时间调试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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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阔步走向市场。

而一年前，原在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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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的主题教育活动中，永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主要领导多次前往5家生产地
质勘探钻头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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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家企业回归，并带动上下游企业落户开发
区，一起组建湖南腾飞地质装备有限公
司，安排600人就业。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市工业
发展稳中向好，新兴行业保持较快增长。
1至10月，该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
业同比分别增长38.0%、28.3%、25.1%。

永州市还着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永州之野”市级农业公用品牌商
标成功注册，省级“湘江源”湘南片区蔬菜
公用品牌正式发布。

立足永州特色资源优势，加大重要遗
址文物和纪念设施建设保护力度，扎实做
好文旅融合文章。该市今年投入 6000 余
万元，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建成陈树湘
烈士纪念园，跻身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目前已有26万余人次前往参观瞻仰。

目前，主题教育正成为永州发展的
“新引擎”，推动全市发展日新月异。

湖南日报 12 月 9 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冯
平）近日，华天集团与江西旅
游集团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在酒店管理、旅
游资源开发等多领域展开深
入交流合作。

据了解，双方将重点围绕

酒店管理、旅游资源整合、人
才培养等多方面进行深度合
作。华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蒋利亚表示，作为“国企改
革，江西样板”的江西旅游集
团在企业改制、资源整合等
方面的经验做法为华天集团
改革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意义。今后双方将进
一步加强联系，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探
索合作发展新路径。
江西旅游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曾少雄表示，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对双方未来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今后将通过发挥各
自优势，逐步建立健全合作机制，
进一步深化多领域全方位合作，
实现双方共同发展。

江西旅游集团 2014 年 12 月
挂牌成立，2019 年 7 月完成股份
制改造，共有员工 5000 余人，资
产约 220 亿元，目前已形成了覆
盖景区投资运营、酒店和民宿投
资运营、旅游康养等 6 大业务板块
的运营体系。

湖南日报12月9日讯（记
者 刘永涛）老酒展览、真假老
酒鉴别、湘酒文化论坛……12
月 8 日，“湘酒记忆醉美湖南”
老酒展暨湘酒文化论坛在湖南
日报美术馆举行。活动现场展
出省内外 400 多个品类的老
酒，承载历史文化，彰显风土人
情，唤起人们美好记忆。

湖南酿酒历史悠久，酒类

品种繁多。老酒收藏专家刘鹏
介绍，湖南历史上形成了八大
产酒区，生产了白沙液、浏阳
河、武陵酒、德山大曲、酒鬼酒、
开口笑等知名湘酒品牌。老酒
是时光陈酿，也是故土情怀。本
次活动上，刘鹏展出了收藏的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湖南各
地名酒，成为一大亮点。

《华夏酒报》副总编辑刘震

东认为，近年来湘酒加速振兴，发
展势头持续向好，湘酒文化品牌不
断壮大。他还以《老酒收藏是文化
的回归》为题做了分享，认为中国
酒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类别，
已深深浸润到中国人心里，有关礼
仪的就有订婚酒、结婚酒、回门酒、
满月酒等。精神层面的礼仪与物质
文化层面的美酒融合，形成了气势
磅礴的中国酒文化。

湘江源头大潮涌

百年鱼巷 新姿显现
12月9日，岳阳市巴陵广场南侧百年鱼巷，一排排明清风格的阁楼十分显眼，一个以鱼为主题的历史

文化街区风姿显现。今年，该市为保护和传承古城巴陵鱼巷子文化，共修缮历史建筑物6700平方米，修复
青石板路面1050平方米，建筑物外立面改造6463平方米，力争2020年春节前对外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承载历史文化 彰显风土人情

首届老酒展暨湘酒文化论坛举行

湘赣旅游酒店企业携手合作
华天集团与江西旅游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王喜遗失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副本，编号：C20164313210399，
声明作废。
●永州市世纪工程爆破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10073284011XJ）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
号：湘财通字（2017）2582212248，声明作废。
●夏友爱遗失2013年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
号：湘交运管株字430223004247号，声明作废。
● 龙 飘 遗 失 湖 南 省 非 税 收 入 一 般 缴 纳 书 ，号 码 为 ：
NO.2577421280，声明作废。
●杨光宗遗失2015年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湘交运管株字430223200134号，声明作废。
●辰溪县小龙门乡中心小学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124312237406355114，声明作废。
●湖南省临澧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遗失中国邮储银行临澧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100306405100016666，核 准 号 ：
Z5584000028501，编号：5510-00100444，声明作废。
●刘毅遗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证，号码为：武字
0115366号，声明作废。
●芷江县凯旋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车牌号为湘N71737

（黄色）的道路运输证，编号：怀字431228001928号，声明作废。
●张家界隆泰万利投资有限公司遗失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9年9月23日开具的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
一份，证号为：湘财通字（2019）NO：3115426911 财产案件受
理费11720.00元，声明作废。
●张家界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许可文号为：湘旅企管字（1999）45号，编号为：L-
HUN-08044，声明作废。
●万俊均遗失医学出生证明，编号：Q430774919，声明作废。
● 周 洁（43042219890917****）遗 失 毕 业 报 到 证 ，编 号 ：
201510532101632，声明作废。
●湖南省新沙锅炉有限公司遗失核辐射安全许可证，号码为：
湘环辐证02131号，声明作废。
●邓巧云遗失毕业证，号码为：105551201605810209，声明作
废。
●邓巧云遗失学士学位证，号码为：1055542016810209，声明
作废。
●武警湖南总队株洲支队易东山遗失警官证，号码为：武字第
1035857号，声明作废。
●刘湘遗失警察证，号码为：43200168，声明作废。
●黄纯华遗失湖南省监理员证书，证号为：XY16-U0009，声明
作废。

12月4日，宁乡市横市镇合金村孤寡老人文义兵家
中一片欢声笑语。原来这天是文奶奶90岁生日，合金村
党支部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10余名党员志愿者带来
了大米、植物油和水果，并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为她祝
寿。在文奶奶家中，志愿者们与文奶奶拉起了家常，嘱咐
她注意添衣保暖。老人则高兴地拉着志愿者的手连连道
谢。随后，他们打开生日蛋糕，点亮蜡烛，唱起了生日歌，
文奶奶在一片祝福声中开始切蛋糕、吃蛋糕，其乐融融。

“文义兵老人无儿无女，生活困难。”志愿者唐伏军介
绍，他们是在走访时了解到老人有一个过生日的愿望，就开
始筹划给老人一个惊喜——组织大伙陪老人过一个热闹的
生日。合金村党支部书记胡国强表示，开展这样的活动很
有温度，不仅让老人过了一个愉快难忘的90岁生日，圆了
老人的梦，也是党员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次具体行动。

据了解，横市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以
来，根据群众志愿服务需求，制订志愿服务活动方案，组织
志愿服务力量，重点围绕“关怀孤寡老人”“关爱留守儿童”

“移风易俗”“扶贫帮困”“文明交通劝导”“环境卫生整治”等
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队伍已经成为
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截至目前，横市镇已有注册志愿
者1200余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200余次，有效推动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的深入开展，村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罗若鱼）·精彩湖南·

党员志愿者上门 圆90岁老人“生日梦”

12 月 9 日，湘潭县发改局局长赵龙江介绍，该县易
地搬迁户80户233人全部脱贫，率先实现脱贫“清零”。
同时该县易地搬迁入住率、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设
施覆盖率、拆旧及复垦率、后续帮扶措施覆盖率均已实
现 100%。下一步还将联合湘潭天易经开区和劳动部
门，进行电工、钳工、焊工的定向培训，进一步提升易地
搬迁户的收入。

湘潭县易地搬迁集中安置项目于2017年底全部建
设完成，从此搬迁户实现从破败不堪的旧房到崭新明亮
的新房，从泥泞的小路到硬化的水泥路，从没钱看病上
学到享受高额报销和就学补助，从捉襟见肘的贫困生活
到欢声笑语的幸福生活，搬迁户的生活质量得到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圆了“安居梦”。安置区里，身有残疾的周
熙安一边晒太阳，一边做油纸伞创收，他刚搬了新家，买
了电视机，“现在日子真是好过了。”

湘潭县让搬迁户在安居同时又兴业。该县把“扶贫
车间”开在了安置区，根据搬迁户实际情况，让其进行自
由择业。同时，利用当地特色产业扶贫，如利用蜜蜂养
殖扶贫基地培训搬迁户养蜂，每户可增收 1000 元以
上。湘潭县石鼓镇的油纸伞是该镇的主导产业，当地政
府对搬迁户进行技能培训和产业对接，组织搬迁户制作
油纸伞骨架，企业负责收购，既解决了贫困户就业，又促
进了当地传统油纸伞技艺的发展。

赵龙江局长介绍：“湘潭县按照‘搬得出、稳得住、可
发展、能致富’的原则，帮助搬迁贫困户脱贫致富。在搬
迁过程中，贫困户的思想观念、生活生产方式在悄然转
变。” （曾佰龙 颜清华） ·精彩湖南·

湘潭县易地搬迁户率先实现脱贫“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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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1
3

146
485
5006
10819
62106

中奖注数
（湖南）

0
0
5
15
110
281
1625

单注奖金
（元）
1482782
70608
2901
200
5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2月9日 第2019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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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0714 15 20 21 23 27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2019年12月9日

第2019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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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552
0

1210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中奖金额（元）
574080

0
209330

0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