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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刘联波）7月19日，东安县分别在县
城和井头圩镇，举行紫水河两岸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聚德生态文化园开工仪式
和新东芦公路一期正式通车仪式，全县项
目建设渐入佳境。

紫水河两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聚
德生态文化园是东安县2017年A类重点项
目，总投资3.2亿元，项目主要包括紫水河南
岸风光带建设、 聚德生态文化园及紫苑宾
馆星级改造3大部分， 是县城提升品位、拓

展区域、打造亮点的一个核心项目。聚德生
态文化园由省农林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规划
设计，总面积365亩，以“德”文化为里、生态
湿地为表，表里结合，拟打造一个集生态保
护、科普湿地、防洪调蓄、休闲娱乐等功能
为一体的4A级城市湿地生态文化公园，为
县城居民休闲娱乐又增加一个好去处。

东安县的新东芦公路虽然只经过芦洪
市、端桥铺、井头圩3个乡镇，全程仅23.35
公里， 却是东安县最重要的县内交通主干
道，关系到9个乡镇20多万群众的出行。尤

其是东安县新一届县委提出将芦洪市镇打
造成县域副中心后， 新东芦公路的地位和
重要性更加突出。 东芦公路一期起于芦洪
市镇纪家村，止于井头圩镇磨头村，途经芦
洪市镇、端桥铺镇、井头圩镇。全路段按照
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修建而成， 路基
宽12米，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总投资
1.65亿元。 新东芦公路一期工程的正式通
车， 对改善东安县道路现状、 完善路网结
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强东安县城与周
边乡镇和地区联系将发挥巨大作用。

今年以来，东安县把项目建设作为加
快发展的第一要务，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大
攻坚，形成了“坚持大干项目，培育特色产
业”的浓厚氛围。今年上半年，东安县历史
上最大的投资项目、位于芦洪市镇的神华
国华永州电厂项目进展顺利， 来势喜人；
芦江水库建设已经进入坝基浇筑工程；一
带八景项目和大庙口镇“特色小镇”建设
顺利推进。列入全市“六大战役”重点项目
实施计划的37个重点项目已开工21个，
完成投资31.4亿元。

项目建设好戏连台看
列入实施计划的37个重点项目已开工21个，完成投资31.4亿元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王海文） 湘潭市近日在全省率先以
市委办、市政府办名义出台《关于推进审
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意见》 对审计全
覆盖的原则、范围、重点、步骤、路径、方
式、保障等进行了明确，其核心要义是公
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
履行经济责任情况4个类别， 分类推进4
大类的审计全覆盖。

据介绍，该市将结合预算执行审计、专
项资金审计和重大投资项目跟踪审计，推
进公共资金审计全覆盖。对市本级财政、园

区每年单独立项进行预算执行审计，对
195家其他预算单位主要采取大数据审计
方式一并进行审计。结合“同级审”，对社保
资金、住房公积金及市级5大类22项专项资
金， 利用专项资金大数据审计平台全面开
展大数据审计。每年安排15至20个重大项
目的工程结算审计， 对所有精美湘潭建设
项目开展“同步跟踪”审计。

该市将对全市18家国有和国有资本
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业实行审计全覆
盖。对市属4家投融资集团公司每年审计
一次，对4家园区市管企业在每年“同级

审”中一并安排审计，对市属4家竞争类
专业集团公司每5年至少审计一次，对过
渡保留、暂不适宜纳入重组范围的6家国
有企业以及其他国有企业实行内部审计、
社会中介机构审计与市审计局抽审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审计。

湘潭市探索对土地、矿产、水域等国
有自然资源进行审计。 将国有资源开发
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作为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内容， 加强对重
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地区污染防治规
划落实情况及资源环境保护项目建设运

营情况的审计。 明确在一个审计周期内，
将全市管辖范围内的经济责任审计对象
轮审一遍。 对审计对象实行ABC分类管
理，其中A类为资金量大，政府投资项目、
民生事项和中心工作多，公权力大的部门
和单位，2至3年安排一次任中审计或离
任审计。

分类推进审计全覆盖
在全省率先出台《实施意见》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
讯员 蒋明清 岳翅翼 ）7月26日下午， 由衡
阳市滨江新区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湖南财
富证券承销、中合担保公司担保的“17衡阳
滨江债” 在中央国债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客户服务中心正式簿记发行。据悉，这支
债券是衡阳市首支面向全国发行的棚户区
改造企业债券， 也是该市今年公开发行的
第一支企业债券。 此次发行债券共将募集
资金15.3亿元， 主要用于滨江新区东山、粤
新棚户区改造项目。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
员 谭小军）今天，湘潭市公安局举行群众举
报涉枪涉爆违法犯罪奖励发放仪式， 共有21
名群众领到共计5.15万元奖金。 湘潭市公安
局今年强力推进缉枪治爆专项行动， 在传统
查缴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还利用广
播、电视、报纸和微博微信自媒体宣传有奖举
报办法。在市民共同参与下，全市共收缴枪支
998枝、黑火药175.3公斤、子弹1.15万发，破
获涉枪涉爆刑事案件26起，对26人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新闻集装

衡阳：
发行棚户区改造债券

湘潭：
奖励举报群众5.15万元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蒋剑平 肖祖华 通讯员
邓力 宁煜）7月26日，绥宁、洞口和武冈3县（市）又获得国
家开发银行提供的各2000万元应急救灾贷款。 截至当日
16时，邵阳市共发放救灾贷款1114笔，金额8.7亿元；保险
理赔款已到位1738万元，预估理赔款7776万元。

今夏特大洪灾发生后，为加快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
邵阳市委、市政府立即部署金融救灾工作，就救灾应急贷
款和保险理赔进行紧急调度和动员， 要求各级政府及时
对接，各金融机构快速放贷和理赔。全市金融系统闻风而
动，加强沟通协调，以最快的速度放贷和理赔，并优先满
足农户灾后养殖、抢种、补种和企业恢复生产等方面的资
金需求。全市13家银行机构、11家保险公司主要负责人均
赴受灾客户和受灾扶贫点了解情况， 督促指导救灾应急
贷款发放和保险理赔工作；市金融办和市直金融、保险监
管单位积极配合，搞好调度督查。

在金融救灾中，各金融机构发挥各自优势和特点，确保
为受灾地区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邵阳市农发行采取
集中调查的方式， 快速对接有救灾应急贷款需求的9个县
（市、区），审批同意发放的5.1亿元应急救灾贷款，已全部发
放到位；国开行及时派员深入受灾地区了解灾情，快速收集
救灾应急贷款资料，确保贷款快速落地，已发放或批准4.5
亿元贷款，支持该市发展生产和灾后重建；农行邵阳分行针
对受灾合作社等可供抵押资产少、 改种补种资金需求时间
紧等特点，创新推出“惠农担-救灾贷”信贷产品，现已为受
灾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发放266笔3989万元贷款。

7月27日上午，长沙市岳麓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联合学士街道开展“送清凉进工地”计卫医疗服务活动，为辖区内在建工地
的外来务工人员送去防暑降温物品，并为他们义诊。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彭上红 摄影报道

送清凉进工地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黄莹）7月
25日晚至26日早晨，长沙市城管部门开展集中行动，对全
市渣土工地、车辆和消纳场违规行为进行查处。25日晚10
时许，城管执法人员在雨花区华润翡翠中心项目工地，对
驶出的新型渣土车进行了仔细检查。 每台渣土车反复冲
洗干净后，方才驶出工地。

6月22日以来， 长沙对渣土乱象展开“百日整治”行
动， 渣土管理和执法人员对全市渣土运输处置行为实行
24小时管控，重点整治未经审批的渣土处置工地、消纳场
（含回填场）和渣土运输车辆，同时从严处罚各类渣土违
规行为，对违规车辆一律扣留、对未经审批的场所一律责
令立即停工、对不按要求处置渣土的工地一律停工整顿。

截至目前， 全市共计开展整治行动45次， 查扣车辆
102台次，巡查关停违规工地8处，约谈建设方、施工方和
运输公司6家。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胡刚介绍，行动
开展至今，渣土运输造成的道路破坏率同比下降90%，道
路交通事故发生率、道路污染率下降80%，市民投诉率下
降30%，空气质量明显提升。

为从源头治理渣土乱象， 长沙市对渣土监督指挥平
台进行全面升级，在开福区率先试点建立“智慧环卫”渣
土工地视频监控系统。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通讯员 魏芳柏 何文 记者 彭
业忠） 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和体育局今日发布
的消息，自治州针对违规征订教辅材料，已约谈16人，清
退违规资金14064元，行政立案2件2人。

6月19日，自治州成立违规征订教辅材料专项整治办
公室，并于6月26日至28日，抽调人员12名，分成4个组，对
全州8县（市）中小学校教辅材料征订情况进行暗访，发现
违规征订教辅、违规教育收费等问题线索9个；对8县（市）
教育和体育局分管副局长、纪检组长，进行了集中约谈，
指出了各县（市）在教辅材料征订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当
场下发了问题清单，限时整改。在《自治州中小学违规征
订教辅材料问题专项整治方案》中，自治州确定永顺县为
重点解剖县，州民族实验小学为州直重点解剖单位。

自治州教育和体育局要求，各县（市）、学校坚决做到
“三个不得”：从2017年秋季开始，任何学校和教师不得向
学生推荐购买州定目录外任何教辅材料； 不得引导学生
到指定的书店书摊，购买任何教辅材料；不得配合新华书
店，宣传推荐任何教辅材料。对胆敢顶风违纪者，坚决从
严从重处理，绝不姑息。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郑旋

“自从有了家庭农场，虽然每天很
忙碌，但日子是越过越好了。”7月24日，
骄阳似火的一天， 张建南一如往常，早
早地起床来到家门口的水塘前，为泥鳅
喂食。之后，她又走进附近的一个山冲，
将成群结队的野鸭追赶回鸭棚。

张建南家住浏阳市小河乡乌石村
赤竹组。乌石村地处湘赣边界，是省级
贫困村。

丈夫数年前逝世，张建南要供两个
小孩读书， 日子曾过得比较艰难。2015
年10月， 浏阳经开区作为帮扶责任单
位， 第一时间主动入户了解贫困情况。
得知张建南具有8年生猪养殖经验后，
浏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郭力夫鼓励她，
尝试种养创业。

在帮扶责任人的引导与支持下，

2016年3月， 张建南申请了5万元的扶贫
小额信用贷款,试着在稻田里养起泥鳅。
效果出乎意料地好：30万尾泥鳅苗，养殖
100天产出泥鳅2000多公斤， 全部销售
一空，纯利润达1万元。10月，张建南趁热
打铁，购进第二批泥鳅种苗下塘养殖。

当年11月，通过当地复核，张建南
脱了贫。 她流转村里100多亩水田计划
“稻鳅共养”，她找到傅彩腾等村民做合
伙人， 成功带动周边24户农户一起养
殖。今年，张建南成立家庭农场，流转土
地150亩，结合“稻田+养殖”模式，尝试
养泥鳅、养鱼、养鸭、养龙虾、养甲鱼等，
将绿色生态种养产业与农业休闲文化
相结合，既让游客体验原生态“农趣”，
又带领大家共同脱贫致富。

小河乡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33户
1053人。如何鼓励贫困户通过种养脱贫？
乡政府采取扶贫启动资金全覆盖的措

施。“前期给予2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干
得好，还能再得到1000元的奖补资金。”
小河乡党委书记古长根说， 在可承受范
围内，贫困户均可“多养多种”，按照种养
的种类和数量，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补助。

有了启动资金，126户贫困户干起
了辣椒种植、魔芋栽培、稻田养鱼等。

在产业扶贫基础上，小河乡还借助
浏阳全域美丽乡村建设机遇，打造“四
季花海”乡村旅游品牌。受旅游带动，不
仅当地出产的玉针香优质稻米、 黑鸭、
黑兔、黑山羊、土鸡等畅销，还有73户贫
困劳动力在企业、农场实现就业，平均
每户增加收入在3000元以上。

截至目前， 小河乡实现脱贫178户
609人。古长根介绍，今后，在坚持发展
种养特色产业的前提下，还将发展小河
电商平台，打开销售渠道，确保贫困户
增加收入。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通讯员 刘畅)今日,
宁乡县巿场监管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外通报
了上半年宁乡县电梯安全监察情况，全县54
家超期未检存在安全隐患的电梯使用单位被
通报。

据介绍，宁乡县目前在用电梯共有3467
台，其中城区有2000余台。近年来，宁乡县不
断加大电梯安全监管力度， 对电梯使用单位
实行了网格化监管；坚持联动机制，构建应急
救援网络， 通过质监12365平台进一步健全
电梯应急救援联动体系， 设立了宁乡电梯应
急救援队伍；注重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监管氛
围；依托各类新闻媒体开展电梯安全宣传，加
强对全县企业安全管理员电梯安全管理培
训，联合住保、教育等相关部门开展电梯安全
知识“进小区、进校园、进企业”等活动，全县
电梯安全运行， 至今未发生一起电梯安全事
故。

本次被通报的54家电梯使用单位，主要
是存在电梯超期未检、单位安全意识差、管理
工作不落实、安全生产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
针对检查情况， 宁乡县接下来将开展为期6
个月的电梯安全大检查、 大排查、 大整顿行
动， 重点查处整顿一批拒不整改的安全隐患
单位。

54家问题电梯
使用单位被通报

宁乡未发生一起电梯安全事故

发放8.7亿元救灾贷款
邵阳市金融救灾快贷快赔

长沙开展渣土乱象
“百日整治”

违规征订教辅材料
自治州16人被约谈
已清退违规资金14064元

稻田养泥鳅 山冲跑野鸭
———浏阳市小河乡打造精准扶贫新样本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肖展发）近日，双峰县杏子铺镇
坳头山村的5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纷纷
加入到该村刘华新创办的双峰县坳头
种养专业合作社。59户贫困户有望在明
年底实现脱贫。

2016年以来，为带领贫困户精准脱
贫致富， 双峰县以产业帮扶为重点，因

地制宜、因户施策，围绕优势产业发展
特色经济。针对贫困户在生产中遇到的
技术、资金、销售等难题，该县把发展农
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发展、
推进精准扶贫的着力点，把农民专业合
作社建在优势产业上，引导和扶持贫困
户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渔则渔。县财
政每年安排“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专项

资金”， 县直有关部门对合作组织的金
融信贷、用地、用水、运输等方面给予优
先支持， 助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
大。

目前，该县已发展种、养、林、渔、机
等各类合作组织650家， 成员15000余
人。每家合作社都有帮扶对象，仅去年
就带动4200余人脱贫。

小合作社发挥大作用
双峰650家合作社成帮扶新风景

湘潭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7月 27日

第 2017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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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1040 2071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889 173 326797

3 8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7月27日 第20170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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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05693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3
二等奖 10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785674
6 12159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100
91345

1428854
12991642

93
2936
50010
447983

3000
200
10
5

0606 14 19 2813

东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