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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殷运良 贺庚云 虞晓乐）“已累计投入
3800多万元， 采用平梯撩壕整地和常年抚
育的高标准园林建设模式， 建立了莲塘坳、
皇图岭、网岭新市、渌田等4片区的高产油茶
示范林1.7万多亩。”10月下旬， 记者来到攸
县采访，湖南天华油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人颇为自豪地介绍企业扶贫成果。

近年来，该县将油茶产业列为“民生100
工程”， 建立油茶产业发展与贫困户脱贫利
益联结机制，采取企业经营、家庭经营、大户
经营、 专业合作社经营等模式发展油茶产
业。 全县目前已发展产业化油茶面积53万
亩， 带动1万余名贫困农民发展油茶产业脱

贫致富，预计今年人均增收可达1800多元。
该县采取政策扶持和以奖代补等办法

鼓励企业从事油茶产业开发和经营。现在，
全县涌现年产值达10万元以上的企业114
个。通过政策推动、典型带动、服务促动，按
照“自愿、自主、平等、互助”原则，该县还发
展油茶专业合作社16个， 吸引会员近19万
人，带动农户6800户，其中贫困农户720户。
该县谭桥街道万美村就有47户贫困户 ,计
133人加入当地的油茶合作社。

“苗木不要花钱，还有好多补助。”石羊
塘镇洲上田村贫困村民汤玉乐高兴地告诉
记者， 他带领家人种植连片油茶面积280
亩， 种得较早的130亩油茶去年产茶球1万

余公斤。原来，县林业部门不仅为贫困户免
费提供优良油茶嫁接苗， 造林当年还将补
助造林费每亩200元。同时，县财政对连片
发展油茶面积100亩以上的，从次年起实行
连续补助3年抚育资金。该县还采取每亩每
年补助100元等办法，鼓励村民通过土地流
转的方式， 承包本村或外村的荒山荒地连
片种植油茶，全县现已发展营造油茶林100
亩以上大户120多户，种植面积达到3万亩。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
员 王宁）这几天，家住湘乡市毛田镇新华
村的刘德其，只要在家就打开电视，收看自
己喜爱的篮球赛等体育节目。 他兴奋地告
诉记者，以前电视接收的频道少，而且从来
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现在好了，装了“户
户通”，50多个频道想看就看。

随着毛田镇新华村的最后一台广播电
视“户户通” 设备安装调试完毕， 湘潭市

34560套“户户通”任务已全部完成，宣告湘
潭“户户通”工程建设圆满收官。

今年4月，湘潭下辖韶山市和湘潭县开
始进行“户户通”直播卫星设备安装。至7月
21日，韶山市率先完成设备安装，湘潭县也
于10月底完成全部设备安装收尾工作。

因机构改革、 人员调整等多种客观原
因，8月初，有29000户任务的湘乡市才启动
这项工作。湘乡市化压力为动力，层层分解

责任。市政府制定奖惩措施，工程技术人员
则克服用户分散、 路途遥远等困难，2个月
中风雨无阻未歇一天， 终于在10月底把18
个乡镇、298个村、29000套设备的安装任务
按质按量全部完成。

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的实施，使湘潭
未通有线电视的3万多农户均可免费收看到
50多套电视节目，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
偏远地区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难的问题。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邹
仪 通讯员 刘福华）“我们要通过‘互
联网+旅游 ’、‘互联网+养生’、‘互
联网+珍贵树种’等方式将金洞打造
成永州的‘城市绿肺’、湖南的‘旅游
胜地’、中国的‘养生天堂’。” 11月4
日，金洞管理区党委书记邓扬中语气
坚定地表示。

在金洞这块调色板上， 绿色是当
之无愧的“主色调”。通过多年来的发
展，金洞管理区境内森林资源丰富，香
杉、楠木、银杏和红豆杉等珍贵植物比

比皆是， 林木总蓄积量达280多万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素有
湘南“生态明珠”之美誉。

邓扬中介绍，未来5年金洞管理区
将以珍贵树种培育为重点， 继续抓好
造林绿化工作， 实现年均造林1.5万
亩，其中珍贵树种5000亩以上。不仅
山要青，更要山添“色”。金洞管理区将
改变传统造林思维， 以造林就是造景
为原则，大力种植彩色阔叶树种，修复
改善当前以杉木为主的森林生态系
统，为发展生态休闲旅游打基础。

金洞管理区立足地理条件优势，以
“全域旅游、全年旅游、全民旅游”为目
标，加快推进旅游业开发，打造生态旅
游产业升级版。将启动旅游小镇游客接
待中心和晒北滩湿地公园旅游项目建
设， 积极引导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完
成国家森林公园三公垒瀑布和金洞仙
人岭公园两个新旅游项目建设。金洞管
理区还将积极引入“互联网+”行动计
划，大力推行“信息化”，实施大数据战
略，逐步形成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的
工作局面。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勇 陈煜）
11月3日，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凤凰乡虾吃一条街正式竣工。龙虾
广场上，遍体通红的龙虾雕塑舞动双螯；集中小区前，张罗门面
的搬迁居民张灯结彩。特色美食街似乎裹挟着美食的香味扑面
而来，展示着该区“五美图”中的“美食”魅力。

今年来，屈原管理区依托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农业产业
优势，凭借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秀美的生态环境，结合旅游“吃、
住、行、游、购、娱”诸元素，按照“串点成线”、“连线成面”的发展
思路，着力培育“在惠众生态农庄住美居、在农业公园观美园、
在虾吃一条街吃美食、在环湖绿道游美道、在洞庭湖边赏美景”
的“五美”全域精品旅游线路。在“全国种粮大户”阳岳球创办的
惠众生态农庄， 高标准建设34栋特色民族风情的民宿客房，目
前已完成工程的70%，有望年底申报成为五星级现代休闲农庄。

该区启动了3000亩农业公园建设，现已完成采摘园、苗木
园、玫瑰园、特种种植孵化园和美食体验区、农耕体验区、娱乐
体验区、综合科研区等“四园四区”的主体建设。投资近亿元在
凤凰乡集中打造“稻虾种养-龙虾交易-精深加工-龙虾美食”
全产业链，虾吃一条街、湖鲜一条街将成为特色美食街。重点建
设50公里长的环洞庭湖绿色通道和自行车道。

为了添彩“五美图”，屈原管理区全面实施绿化屈原管理区
“三年行动”，条条路边、户户门前栽花、种树、除杂草、拆杂物蔚
然成风，“通道绿化”、“庭院绿化”紧锣密鼓。同时，洞庭湖水环境
综合治理、污水管网建设、城市黑臭水体等整治已经全面铺开。

通讯员 刘思远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连续8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民调得分居全
省前列，连续13年获评省、衡阳市平安建设先进
县市区，连续3届获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
进集体、 全国平安先进县市区……衡阳市南岳
区在大力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以“平安四型小
区”和“平安村”创建为抓手，积极推进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和平安南岳建设， 探索出一条经济发
展与平安建设互促共赢的可持续发展路子。

全民参与促和谐

11月2日，南岳区芙蓉路小区，一支老年
巡逻队引人注目。队员们身戴红袖章，步伐整
齐，不时停下来与居民交谈。

这些队员多是离退休老同志。这些老人积
极参加区里创建安全稳定、环境优美、文明学
习、友善和谐的“四型小区”活动，一天自发进
行两次巡逻。在他们努力下，小区多年来没有
发生一例安全案件。

近年来，南岳区依托74个“四型小区”平
台，组织义务巡防队员5000余人，将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的触角延伸进小区。

义务巡防队为居民自发组建，并以公约形
式将有关义务、责任予以约定。同时，各小区组
建矛盾调处小组， 用身边人化解身边的矛盾，
实现“小矛盾不出小区”。

在各小区，南岳区还定期开展卫生整治、困难
群众走访帮扶等活动。并开展“讲公德、重诚信”等
活动，倡导文明新风，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氛围。

在创建“四型小区”的同时，南岳发动全民
参与，同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实现全区平安
创建全覆盖。

6大系统保平安

随着南岳旅游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
提升， 每年来南岳祈福朝圣的游客大幅增加。

每年除夕夜，南岳接待游客逾20万人次，但未
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为确保游客平安，南岳区以“天网工程”为
基础，结合“智慧南岳”、“智慧景区”建设，近3年
投入7000余万元， 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特
别是去年，投入4000余万元，按照“顶层设计，
超前规划”要求，积极推进人流分割、全城监控、
客流计量、对讲通信、安保照明、全城广播等6大
系统建设， 在衡阳市实现了设计理念、 参数配
置、镜头密度、资源整合4项领先，并被省公安厅
治安总队推荐为全省视频监控建设样板。

目前，南岳区已建成覆盖景区56处景观景
点以及主要路口路段、公共场所24小时电子监
控系统。同时采取“政府帮扶、社会募集、个人
自筹”形式，在全区87个企事业单位、610个临
街商铺门面、36个社区小区架设电子监控摄像
头700余个，基本实现实时防控全覆盖。

机制创新增活力

为推进平安创建工作，南岳区建立“区牵
头、乡镇（街道）主导、村（社区）负责、小区（村）
实施、联创单位参与”五位一体、权责明晰、目
标明确、多方联动、资源共享的创建工作机制。

根据事、权、责相统一原则，明确各层级各
单位创建职能职责。 发挥联创单位主要作用，
以责任捆绑形式组织全区企事业单位与小区
（村）实行“平安南岳”联点联创，进一步理顺条
块关系，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激发了基层
积极性。并实行日考、周评、月通报制度和扣分
扣款、黄牌警告、一票否决考核机制，工作业绩
直接与财政经费安排和干部任用提拔等挂钩。

对达到小区（村）平安创建星级标准的，分
别给予小区（村）、社区、联创单位、乡镇（街道）
相应的综治工作考核加分，优先的推荐为年度
综治工作先进单位。 对平安创建工作亮点多、
成效显著的小区（村），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
美化及工作经费上予以倾斜，充分调动干部和
基层单位参与平安创建的积极性。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通讯员 晏春燕 记者
蒋剑平 戴勤）11月5日上午， 邵阳市大祥区翠园
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名医护人员与
沙子坡社区卫计专干一同到辖区流动人口产妇
吕海凤家进行产后访视。医护人员对产妇的恢复
情况进行检查， 指导其进行正确的母乳喂养、婴
儿护理和月子期间的注意事项。卫计专干发放了
避孕药具，并告知其满月后要采取避孕措施。

大祥区在全区推广翠园街道办事处的做
法，为3万余名流动人口提供“亲情化服务、市
民化待遇”，使流动人口感到了家的温暖。

为指导和帮助流动人口做好卫生计生工
作，该区相关工作人员进企业、进门店、进小
区、进校园，广泛深入宣讲流动人口均等化服
务的政策， 免费为流动人口提供避孕药具、提

供政策咨询、办理有关证件、开展孕环情检测、
落实节育措施、孕前优生健康检测和儿童预防
接种等服务。并采取分片服务、预约服务、巡回
服务等方式，定时组织服务团队在流动人口聚
集区开展均等化服务。

针对部分高龄、残疾、孕产妇、婴幼儿等特
殊流动人口群体，该区相关部门和单位还采取
错时上班、电话预约和上门服务等办法，满足
他们的需要。

大祥区做实卫生计生基层基础工作，为在
辖区居住3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建立了电子
健康档案， 实行实名制登记和网格化管理，将
流动人口育龄妇女纳入本地生殖保健项目服
务。还建立微信公众号服务平台，实现了互联
网与卫生计生工作融合发展。

油茶成贫困户“摇钱树”

“户户通”建设圆满收官

11月6日，双峰县井字镇
3000亩绿色防控水稻基地，
福源水稻种植合作社社员在
收割晚稻。今年，该合作社通
过选用抗性水稻品种、 及时
翻耕灭蛹、 安装二化螟性信
息素诱捕器、 人工释放赤眼
蜂等绿色防控技术防治病虫
害获得成功。经测产，水稻亩
产可达481.2公斤。

李建新 熊德智 摄影报道

绿色防控水稻
获丰收

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县市区新气象

金洞管理区打造“城市绿肺”
未来5年实现年均造林1.5万亩，珍贵树种5000亩以上

齐心奏响平安曲
———南岳区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纪实

亲情化服务 市民化待遇

大祥区让流动人口宾至如归

屈原管理区精绘湖乡“五美图”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1月 6日
第 2016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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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1040 329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73 173 151029

8 6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1月6日 第2016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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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5836663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8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792864
2 31737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14
64648

1330087
9805897

39
2168
49153
378916

3000
200
10
5

0117 23 27 2821

攸县
发展油茶专业合作社16个，带动万余贫困农民脱贫

湘潭
3万多偏远地区农户可免费收看50多套电视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