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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周
勇军 通讯员 王俊)12月22日， 澧县
城头山镇大平村种粮大户熊廷松一
大早来到锦绣千村土地托管服务中
心结账。他掰着手指告诉记者 ,他今
年承包了80多亩水稻田， 全交给锦
绣千村土地托管服务中心，不仅每亩
产量增加了100来公斤，成本还下降
了100多元，光这两项就增收节支近
3万元。

锦绣千村土地托管服务中心是
常德市供销社在去年成立的。 据了

解， 在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中，
常德市供销社以开展土地托管服务
为突破口，积极参与全程农业社会化
服务，摸索出一条适合常德实际的土
地托管模式。 在开展土地托管的同
时，努力探索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
用合作“三位一体”综合服务模式，加
快打造供销社“全程服务、多元服务、
高效服务”经营服务体系，初步建成
了农业生产、农资供应、农产品流通、
内部资金互助4大服务平台。

今年来，常德市供销社不断完善

托管服务，制定了统一的土地托管服
务指南，依托现有经营服务组织为农
户提供全程化与订单选择式土地托
管服务，包括集中育秧、统防统治、机
耕机收、机插机播、短途运输、烘干仓
储、收购加工和农技培训等，成为名
副其实的“田保姆”。目前，全市供销
系统共组建土地托管服务企
业17家，成立土地托管服务中
心19个， 土地托管面积达到
64.6万亩，占全省供销系统一
半以上，每亩每年增收300元

以上，惠及15万户农户。
通过开展土地托管服务，常德市

供销社推动了农业规模化、 机械化、
标准化、专业化生产，促进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全省供销社系统曾在
澧县召开土地托管服务流动现场会,
推介他们的做法。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段
云行 通讯员 彭启毛）今天，位于城
郊的娄底市娄星区大科街道大屋社
区，正在喷绘孝、悌、忠、信、礼、义、
廉、耻等系列传统美德宣传牌。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中，娄星区倾力扮靓
城市“会客厅”，一个更文明、美好的
城区呈现在大家眼前。

曾获评全国卫生城市的娄星区，
把今年定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年”。
区里先后召开创建动员会、 讲评会、

推进会， 组织区直单位2600多人担
任文明劝导员。以引导市民文明有礼
入手，举办“文明，从我做起”创建文
明城市万人宣誓暨少儿才艺大赛，发
动市民人人参与文明创建。开展“书
香娄星”全民阅读活动，激发市民读
书热情。开展“文明院落”创建、“文明
之星”评选以及“讲文明、树新风、学
雷锋”等活动，形成人人争做文明市
民的良好氛围。

为美化城市环境， 娄星区35名

区级领导分别挂点联系乡镇（街道）。
区直单位共成立了190多支帮扶工
作队，对口帮扶社区，帮助清理整治
卫生死角等。 各社区成立大妈管理
队、物业队等，清理170多处城市“伤
疤”。长青街道扶青社区贮木厂破产
后， 小区环境无人管， 卫生无人清
理，垃圾遍地，居民有苦难言。文明
创建活动开展后， 区里组织的帮扶
小组进驻小区， 帮助小区硬化了道
路， 修建了绿化带， 增添了健身设

备。 长青街道还把无力自己管理的
小区纳入大物业管理， 按标准化管
理模式，在小区成立物管会，小区面
貌焕然一新。目前，全区170多处城
市“伤疤”都改变了模样，成了市民
喜爱的地方。

环境变美了，市民素质也大幅提
升。在娄星区，“争当文明人、争创文
明院”蔚然成风。今年来，全区已评选
出“文明之星”674名、“文明院落”
120个。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杰华 颜丫丫

“还能认领吗”、“已经认领完了
吗？还可以增加几个吗”……这两天，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青春靖州”微信
平台工作人员廖一樽有些为难。原来，
12月16日， 他们通过微信平台发布了
568个孩子的新年心愿， 征集“圆梦
人”，结果一天时间全部被“抢”。对于
网友要求增加“新年愿望”的要求，限

于志愿者人手不足，只好婉拒。
“我想要一个热水袋，这样就不用

缩在被子里发抖了。”靖州坳上镇坳上
学校小学五年级学生吴卓才11岁，可
她已在学校寄宿两年， 寝室里没有空
调、暖气，得到一个热水袋，成了他的
最大心愿。

孩子们都有自己的新年愿望。对
很多孩子来说， 这样的愿望是容易实
现的， 但对农村贫困孩子来说就成了
一个奢望。

“我们帮他们圆梦。”靖州团县委
负责人唐涛说， 他们尝试利用微信平
台来集聚社会力量，帮贫困儿童圆梦。
让人欣喜的是， 看到孩子们简单的新
年心愿， 网友们的爱心一下子“爆了
棚”， 几乎每个心愿都有好几个人来
“抢”。

靖州居民夏开菊第一时间认领了
刘琦的心愿。 她说：“一件新衣服给妈
妈，多么简单又有爱心的心愿啊！我愿
帮孩子实现心愿。”

12月22日，活动已结束一个星期，
仍有许多爱心人士打来电话， 表示愿
意认领。

推行“错题集”考评模式
桃源地税税收征管“9率”均达98%以上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通讯员 陈飞 吕惠芳 记者 周
勇军)最近，常德市地税局对所属县（市、区）地税局开展年
度税收征管质量考评，桃源县地税局申报征收入库率、欠税
监控率等税收征管“9率”均达到98%以上。这是该局今年来
推行“错题集”考评模式带来的好成绩。

“错题集”考评模式就是按照从发现错题到讲解错题、
改正错题的思路，实施考评管理。具体来讲，即对日常检查
和重点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不回避不隐瞒，一一
记录、整理，并查明具体责任人，在局域网公布，再召开全局
干部大会进行点评，规定时间整改，对整改不到位的严格追
责问责。今年1月，桃源县地税局组织“错题集”第一次点评
会，把去年税收征管质量检查考核中发现的8类27项问题，
逐项讲解点评到人。有56名干部被点评，在广大干部中引
发不小的震动。

同时，桃源县地税局对照税收征管“9率”，坚持一月一
检查、一月一点评、一月一考核。到12月22日，共考核12次，
扣发征管质量绩效工资1112人次， 并按规定对2名失职干
部进行了追责。

泸溪廉政评审：

挤掉“水分”
1.1亿元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向晓玲 符永明）今年来，泸溪县财政
投资评审中心勇于创新， 坚持廉政评审，紧
盯财政投入这块“唐僧肉”，千方百计挤掉项
目“水分”，切实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为确保实效， 该评审中心以精准扶贫
项目和县重点项目建设为重点， 安排技术
人员进行跟踪廉政评审，分批次、分片区检
查，将同一线路、同一片区项目进行联合核
查。 针对50万元以下小型项目数量多、牵
涉单位多、资金来源多、隐蔽工程多的“四
多”难点，加强对建设单位的管理，督促建
设单位完善工程质量，做到事事有记录，件
件可追踪，在质量合格的前提下，中心再派
人进行复核检查。

同时，他们还与住建、设计、质检、水利、
交通等部门紧密联系， 建立网络平台管理，
简化办事流程。目前，泸溪财政评审中心已
完成评审项目613个，送审金额8.64亿元，审
定金额7.54亿元，为国家审减投资资金1.1亿
元，审减率达12.73%，评审效益十分明显。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廖
声田)12月22日，张家界新建的澧水
大桥和白马泉高架桥正式通车，“城
市观光专线” 也正式运营。 新年将
至，“两桥一线”开通如“三喜”临门，
有利改善城市交通， 提升国际旅游
城市形象，张家界也更有“国际范”。

去年9月8日， 张家界澧水大桥
老桥被爆破拆除重建， 历时1年3个

月新桥建成， 全长395米， 双向6车
道；白马泉高架桥全长约2965米，双
向4车道，两项工程都是张家界中心
城区滨水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当
天，张家界“城市观光专线”正式开
通运营， 市城区投放2台双层巴士，
定位于城市休闲旅游， 乘坐观光巴
士游览一圈， 就能把沿途特色景点
和星级酒店“一网打尽”。

张家界“三喜临门”
城区澧水大桥、白马泉高架桥、“城市观光专线”开通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陈
永刚 通讯员 杨晗之） 为缓解城区
交通压力，方便市民出行，长沙今年
实施9座人行天桥的建设。目前已有
7座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预计明年春
节前可开放通行。

这9座天桥，分别位于万家丽中

路双城路口、 浏阳河产业带B2北地
块与浏阳河风光带之间、 浏阳河大
道婚庆公园段、 书院路兴威帕克水
岸、咸嘉湖路高新博才小学路段、银
盆路银双路口、 芙蓉北路周南中学
路段、福元路长大附中路段、汽车南
站万芙路口。

长沙今年建设9座人行过街天桥
预计明年春节前开放通行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通讯员
缘风）宁乡县历经铺街道真扶贫、扶
真贫，创造性地采取“八步五勤” 的
方式， 取得显著成效。 至12月20日
止，该街道两年来已有112户贫困户
实现脱贫，占贫困户总数的70%。

该街道为了真正找准需要帮扶
的困难群众， 要求乡村干部一定要
严格认贫程序，实施“八步”，坚持
“七问一看”，做到不漏一户、不错一
人。一问家庭人员，二问身体状况，
三问支出情况，四问收入来源，五问
劳动技能，六问联系方式，七访邻居
问真相，八看住房情况。在掌握相关
信息后，经过申报、评议、公示、审核

等程序后， 共精准确定贫困户160
户、贫困人口415人，并建档立卡。

在实施精准扶贫中， 该街道要
求广大党员干部做到“五勤”。即：腿
勤拉近距离， 要求每户责任人一个
月至少要到扶贫户家中坐上1个小
时；嘴勤了解情况，用心和扶贫户聊
政策、聊生活、聊怎么脱贫；耳勤聆
听呼声， 帮扶干部要真正到每个贫
困户家中了解诉求；脑勤找准方向，
认真思索怎么来帮助贫困户脱贫，
制定脱贫思路；手勤留住痕迹，有时
间就到贫困户家中帮点忙，做点事。

2016年， 该街道通过金融、产
业、兜底帮扶，使52户贫困户脱贫。

“八步五勤”真扶贫
宁乡历经铺街道已有112户贫困户脱贫

“田保姆”托管土地60余万亩
常德市供销社依托锦绣千村土地托管服务中心，促农业增效，助农民增收

人人参与扮靓城市“会客厅”
娄星区大力推动文明创建，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市民素质

“抢”心愿

党建+产业，一起奔小康
12月22日，江华瑶族自治县河路口镇尖山村，党员干部将采摘的玫瑰

香柑装车外运。近年，该村推行“党建+产业”的精准扶贫模式，让全村34名
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2100余名瑶族群众发展玫瑰香柑等特色产业
增收。 唐建国 赵山涛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2月 22日

第 2016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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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 1040 804960

组选三 769 346 266074
组选六 0 173 0

3 3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2月22日 第2016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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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7636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2
二等奖 14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849327
1 16683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03
71061

1438779
9185632

41
2787
56040
366993

3000
200
10
5

0504 09 13 2105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罗雅琴)
今天， 长沙县一家房地产公司缴纳
了增值税而未缴城建税， 细心的税
管员欧阳乐利用综合治税平台，很
快发现了这一异常并及时堵住了税
收漏洞。

据了解，营改增后，长沙县地税
局牵头， 试点建设新综合治税管理
平台，从“以票管税”走向“信息控
税”。试点开展后，全县9至11月通
过综合治税平台， 共入库地方税收

4.07亿元，同比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长沙县地税局介绍， 他们牵头

开发的综合治税平台， 实行国税、地
税合作，并加入相关政府部门与事业
单位、银行等成员单位52家，拓宽了
信息来源。运用各部门采集、上传、共
享的数据， 将涉税事项分为事前、事
中、事后3个阶段进行管理，综合运用
市场准入、资质审核、政府支付等多
种手段， 让失信纳税人寸步难行，并
对守信纳税人实行联合激励。

长沙县试点建设综合治税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