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龙）“村里出钱搭大棚，果蔬上
市后统一保护价收购， 这个买卖稳赚！”
岳阳县公田镇飞云村贫困户刘水龙利用
大棚种植的黄瓜、豆角，在国庆节期间上
市，卖了个好价钱。与该村联点的岳阳县
委宣传部、 县文旅广新局等单位整合扶
贫资金，支持村里搭建54个大棚，45户贫
困户申请使用大棚后受益。

岳阳县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村46个，
贫困户10542户。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活动，该县今年持续开展“三帮三带”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活动，即：机关党组织
帮助贫困村党组织， 带出脱贫攻坚好班
子；机关党员帮助贫困村党员，带出脱贫
互助好队伍； 机关干部帮助建档立卡贫
困户，带出脱贫致富好门路。

县里确定，13名县委常委联系乡镇，
35名县级领导对应35个县级贫困村，细
化列出年度脱贫计划。 从全县80个帮扶
责任单位中， 选拔35名机关干部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45名机关干部担任驻村队
员，组成35个驻村帮扶工作队，第一书记
有效协调合村后村干部内部矛盾， 党支

部扛实脱贫攻坚责任， 搞好贫困户精准
识别， 全县清理不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
1.1万人。 黄沙街镇和谐村引资80万元，
全部用于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

该县1472名机关党员与1636名贫困
村党员结对， 引导贫困村党员在脱贫攻
坚中争当先进。毛田镇合乡并村后，个别
任职时间长的村干部在新村中没能任
职， 思想波动大。 机关党员贺新及时疏
导，使其很快转变状态。鼓励支持党员致
富带头人成立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创收。
该县先后成立各类专业合作社70余个，

吸纳贫困户3250多户，户均增收4800余
元。

全县1305名机关干部结对帮扶250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协调解决实际问题
669个，落实产业帮扶项目377个，解决资
金687万元。今年底，岳阳县将有6990人
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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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龚柏
威 通讯员 蔡俊） 10月10日上午， 在益
阳市大通湖区金盆镇垃圾中转站， 两名
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操作机器， 将回收
来的生活垃圾进行压缩打包等处理。 随
后， 这些垃圾将运往益阳市城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 该厂变废为宝， 将垃圾
焚烧时产生的热能用于发电， 产生的废
水实现循环利用， 废渣回收制成环保建
材。

据了解， 大通湖区按照国家垃圾处

理城乡一体化要求， 投入1000万元， 建
设垃圾中转站5个。 每个站占地300平方
米左右， 采用地下封闭隐藏式设计， 设
备先进， 消毒与清洁措施十分严格。 各
镇负责垃圾前期收集与打包处理及费
用， 区环卫处与区财政局负责后期运送
及费用。 据了解， 这些垃圾中转站从今
年5月开始陆续正式运转， 每天可处理
生活垃圾30多吨。 目前， 已分类打包运
往益阳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生
活垃圾有5000多吨。

近3年来， 大通湖区全面实施农村
“四洁”（清洁田园、路渠、村组、庭院） 工
程， 由区领导包片、 镇领导包村、 村干
部包户， 区直部门联镇、 镇级部门联
村， 形成城乡联动、 镇村联动、 干群联
动。 为做好“四洁” 中垃圾收集处理这
项重点工作， 该区采取政府奖补一点、
农民自筹一点、 项目支持一点的办法，
筹资5000多万元， 新建垃圾中转站、
高标准垃圾填埋场、 全封闭垃圾池并
新增垃圾桶等。 每个村配备5名保洁

员， 添置了垃圾清运车， 村民们将垃圾
放入垃圾桶， 保洁员每日收集， 再由清
运车送到垃圾中转站。 可利用的生活
垃圾运往电厂发电， 其他垃圾进行填
埋处理。

大通湖区还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净化
美化环境竞赛活动， 各镇 （场） 评比清
洁示范村和示范户。 各村自发组成卫生
监督队伍， 营造人人爱清洁、 讲卫生的
浓厚氛围。 在益阳市2016年度农村清洁
工程工作考评排名中， 该区名列前茅。

“三帮三带”助拔穷根
岳阳县成立合作社70余个，3250多贫困户户均增收4800余元

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链集群
湘潭市举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推进大会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吴宇航 )
“到2020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8000元， 涌现出一批
‘富裕农场主’‘职业农民’， 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将湘潭农
民变成有奔头、 有体面的职业……” 今天上午， 湘潭市召
开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推进大会， 市委书记、 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曹炯芳提出了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发展
目标， 力争到2020年初步建成全国“两型” 现代农业先
行区、 旅游休闲农业引领区、 都市高效农业示范区。

据了解， 2015年1月， 湘潭市被农业部确定为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 近年来， 该市各县(市、 区)立足本地实际，
形成了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更加多元、 业态更加丰富的局
面。 例如， 湘潭县花石镇建设“农业+文化+旅游” 特色
小镇， 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活力； 湘乡市东郊乡石竹村
实行“保底收益+按股分红” 模式， 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
极性； 湘潭县梅林桥现代农业示范园集田园生活、 农耕文
化、 绿色果蔬等业态于一体等。

未来5年， 湘潭市将坚持全域建设、 城乡统筹， 产业
融合、 集群发展， 市场导向、 龙头带动以及因地制宜、 特
色为先的原则， 通过优布局、 调结构、 转方式， 加快提升
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着力培育粮油、 畜禽、 槟榔等3个上
200亿元和蔬菜水果、 花卉苗木、 湘莲等3个上100亿元的

“3+3”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集群。

浏阳市委巡察机构与
纪委派驻机构改革全面到位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通讯员 吴小丰 记者 王文
隆） 近日， 浏阳市委巡察机构组建暨市纪委派驻机构改革
工作会议召开， 向市委巡察办及14家派驻机构授牌。 这标
志着浏阳市委巡察机构正式成立运行， 市纪委向市一级党
和国家机关派驻机构全面到位。

“我将努力增强对党负责的政治意识、 发现问题的责
任意识、 敢于提出问题的党性意识， 坚持落实监督责任，
敢于顶真碰硬， 真正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 当好市委的

‘千里眼’ 和‘顺风耳’。” 新任巡察组组长的邹利明在就
职表态发言时郑重承诺。“我们会正确认识监督与被监督的
关系， 全面接受派驻机构的监督， 主动邀请纪检组参加局
党委会以及涉及‘三重一大’ 等重要工作会议， 自觉接受
监督。” 浏阳市农业局党委书记、 局长谢波代表驻在单位
表态。

浏阳市委巡察办为市委机构， 由市纪委代管， 下设4
个巡察组。 市委巡察办和巡察组成立后， 将通过开展巡察
检查基层党组织党的领导是否坚强、 政治生活是否健康、
党的组织是否健全、 党员干部是否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

同步进行的市纪委派驻机构改革工作， 按照全面派
驻、 分类设置、 职能明确、 权责一致的原则， 改革完善派
驻机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实行统一名称， 实现业务、
干部、 编制和职数由市纪委直接管理， 以此聚焦全面从严
治党中心任务。 此次浏阳市纪委已向71家市一级党和国家
机关单位、 5家市管企业 （平台公司） 派驻14家纪检组，
其中综合派驻12家、 单独派驻2家。

“村味”浓，游客多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冯丽萍

10月10日， 永州市冷水滩区伊塘镇
茶花村， 来了数十名外地游客。 有人在稻
田里抓鱼、 捉泥鳅， 有人下田帮助收割晚
稻， 有人在旱地里挖凉薯， 个个玩得非常
开心。 村干部告诉记者， 茶花村凭借浓浓
的“村味”， 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前来

“干农活”、 吃农家饭， 感受浓浓的乡村气
息。 今年中秋、 国庆期间， 村里旅游纯收
入超过20万元。

“这里田园风光好， 大家玩得高兴。”
来自冷水滩城区的游客唐婷告诉记者， 她
了解到茶花村农耕文化很有特色， 特意带
着一班从广东来的客人来这里放松心情，
体验田园美景。

茶花村村民周佑军说， 茶花村是著名
的“黑美人” 西瓜之乡和柑橘之乡。 春
天， 可踏青看花； 夏秋西瓜、 柑橘成熟之
时， 又可感受采摘之乐。 这段时间， 每天
都有上百人来采摘橘子。

近年来， 茶花村围绕美丽乡村建设总
体目标， 着力打造集生态观光、 避暑度
假、 民俗风情、 农耕体验等为特色的乡村
旅游产业， 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 拓宽了
群众增收致富路子。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嘎嘎……嘎嘎……”10月6日傍
晚，随着周菊华“一声令下”，10多羽白
鹅“引吭高歌”，争先恐后朝他跑来，吃
他撒到地上的食物。 他说，这些白鹅是
自己的救命“稻草”。

周菊华是茶陵县舲舫乡长鸭村的
贫困户。今年41岁的他，前年查出鼻癌，
半年前又诊断出胃癌。除了自己身患重
病，他还有一个年迈的老母亲、一个正
在读初二的儿子需要照顾。因为无法外
出打工，更干不了农活，周菊华一家早
已债台高筑。

“原本每个月去医院复查，因为没
有钱，我已经有半年没有去医院了。 现
在‘鹅司令’给我免费送来了鹅苗，还教
会了我养鹅。一羽成年鹅可以卖150元，
一枚鹅蛋可以卖3元。 ”周菊华说。

周菊华口中的“鹅司令”，是本村的
退伍军人陈见林。 陈见林1995年退伍
后，就留在广东做生意。 2005年，通过
10年打拼的陈见林，在生意上已小有成
就，却毅然放弃广东稳定的生意，回乡
创办农场，开始养鹅。 经过12年艰苦创
业，如今陈见林已是当地知名的“鹅司
令”，一年养鹅达20多万羽。

一人富，不算富。面对尚未脱贫的乡
亲们，陈见林开始琢磨带动更多人致富。
他创办了茶陵宏旺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成为茶陵最大的商品鹅养殖基地。合
作社采取“养殖基地+农户+专业化”的
创新模式，吸收50多户贫困户加入。

今年2月开始， 陈见林以合作社为
平台， 免费向其他村的贫困户发放鹅
苗，并且负责技术指导和销售。如今，合
作社在茶陵9个乡镇14个贫困村免费发
放鹅苗4万羽，开展养鹅培训16期，惠及

贫困户1000多户。
舲舫乡的罗这华，就是合作社的帮扶

贫困户之一。 罗这华因为要照顾年迈的父
母，去年底回乡后就无法再外出打工，一直
闲在家里，没有收入来源。今年2月份，他从
合作社免费领来了40羽鹅苗。 4个月后，陈
见林按市场价，将罗这华养的40羽鹅全部
回收，罗这华因此获利5000多元。

尝到了养鹅的甜头，激发了罗这华
养鹅的热情。今年6月，他又从合作社领
取了600羽鹅苗， 在东关冲办起了小型
养鹅场。 在陈见林帮助下，罗这华还成
了附近10余户贫困户养鹅的领头人。

陈见林说：“我们向首次养鹅的贫
困户每户发放30至50羽鹅苗，目的就是
寻找有养鹅热情、 能吃苦耐劳的贫困
户，进行重点扶持。 等他们养鹅形成一
定规模后， 再带动周边的贫困户养鹅，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

桃江：
大闸蟹助力产业扶贫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通讯员 刘鹏
记者 杨军）昨日，由桃江县天乐生态农业
科技公司养育的“桃花江1号”大闸蟹在该
县石牛江镇上市，吸引众多客商前来订货。
同时，该公司分别与广州嘉信酒店集团、广
州骏福宾馆等签订了产业扶贫战略合作协
议。去年11月，石牛江镇政府与该公司签
订协议，合作成立石牛江镇扶贫产业发展
联盟，以大闸蟹生态养殖核心基地为示范，
实施产业精准扶贫。目前，已有24家农副
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参与，吸纳贫困户352人就业。

农村“四洁”净化环境
益阳市大通湖区集中收集垃圾焚烧发电

新闻集装

退伍军人变身“鹅司令”

满园红心柚
果农采摘乐

10月10日， 嘉禾县
珠泉镇平世村， 村民开
心采摘红心柚。 近年
来， 该村依托山区优越
自然条件， 大力发展绿
色生态果业， 并成立水
果合作社， 带动了60多
户贫困户种植红心柚、
葡萄、 糖橘、 板栗等特
色水果1600余亩， 使村
民走上了增收致富之
路。 黄春涛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3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64867
1 597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412
1198
11653

23
50
356

92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6924
119150

520
3259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0月11日 第2017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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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9 12 19 26 27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0 月 11日

第 2017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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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 1040 689520

组选三 651 346 225246
组选六 0 173 0

5 75老百姓的故事

芙蓉区：
启动火车站环境整治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欧阳倩 贺志
平）从今天起，长沙市芙蓉区对长沙火车
站及周边地区环境开展为期3个月的综合
整治。在当天的整治中，共查获黑车2台，
依法扣留非法营运电动摩托车25辆，依法
控制喊客拉客人员8名。据介绍，长沙火车
站接送客车辆也是此次整治的重点。当地
交警提醒，由于地铁施工，建议接送客车
辆停到附近阿波罗商业广场停车场等处。
为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芙蓉区将火车站
周边划分为6个网格，城管、公安、环卫等
各方力量布阵格内，实行24小时监管与服
务。

“作家看邵阳”采风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今天上

午， “中国梦·文学梦·湖南篇章” 系列文学活动之“作家
看创新开放新邵阳” 采风活动启动仪式， 在邵阳市区举
行。 这次采风活动由邵阳市委、 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 省
作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龚爱林， 省作协主席王跃文和
来自全省各地的近40名作家出席启动仪式。

当天， 采风团一行参观了邵阳市博物馆、 规划展示
馆、 紫薇园， 并走进邵阳经开区， 用心聆听这座城市发展
脉动的声音。 在湘窖酒业生态产业园， 看到既具时尚品
位， 又不失大气庄重， 环境优美自然的现代化白酒生产基
地时，作家匡国泰情不自禁地说：“邵阳太美了，这次一定要
把采风中耳闻目睹和深刻体会的东西通过作品表达出去。”

这次， 作家们将围绕“创新开放新邵阳”， 深入邵阳
市新型骨干企业、 创业园区以及邵东、 城步、 新宁、 武冈
等地扶贫村、 风景区， 开展为期5天的采风创作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敏 汪令维

雨落洞庭，好像游子奔向故乡。“岳
州窑少了诗歌就永远是一个沉睡的美
人。 让诗歌靠近她、爱上她，她才会睁开
眼看世界，世界才会满怀喜爱关注她。 ”
9月28日晚上， 湘阴县文联主席熊国庭
的“美人论”， 拉开了岳州窑诗歌朗诵
会的序幕。

著名诗人周瑟瑟从北京过来。“一切
触发诗情的东西都可以用来进行创作。”
他呼吁大家加快写作速度、 加大写作数
量。他说自己一年创作600多首诗。他情
不自禁朗诵自己才回乡就创作的诗歌
《渔窑小镇》：“……不要叫我陌生人/�我
回到渔窑小镇/�把苍白的脸/�伸到土灶
前/�忙碌的亲人/� 请用柴火/烤干我脸
上/�这些年/在外漂泊的泪痕。 ”

“学术活动在楚国频繁/�我只认得
屈灵君与文言文/� 长发青年坐在青花
瓷里……”岳阳市诗歌学会会长李冈朗
诵了李成恩的《青花瓷》， 声音充满磁
性，博得掌声阵阵。

诗人李不嫁着唐装，留长发，语调高
低起伏。讲到激动处，他跳到了舞台中央，
朗诵了自己的诗歌《江豚》：“那是一对母
子或夫妻/忽然间浮出了水面/灰黑的背
鳍像一把把钝刀/剖开水面……”

“我听到寂静中故乡的对话/�这个
人怎么又回来了/他不是迁走了户籍吗/�
他的妻儿都是外地人/�他也是/�但我要
回家吃青菜， 吃白米饭/�我要坐在黄昏
的土灶边/�偎依在老妈妈身上……”长
沙晚报记者石祯专演绎了周瑟瑟的诗
歌《疲惫之歌》，激荡了现场游子的心。

从岳阳赶回来的湘阴本土诗人蒋
娜，现场朗诵自己的诗歌《窑》：“一座县

城的建筑全在窑址之上/这本来就是一
个骇人的意象/于是， 我便常常去马王
堪看一看/看一千多年前的那些眼睛里
/盛满的许多疑惑和不安……”

“百日无雨不见灾，水泵架上摩天
台。 抗洪英雄鼓舞咱， 手牵江河上山
来。 ”著名作家段华朗诵了自己1976年
发表在湖南刊物《工农兵文艺》的小诗。
他说， 这首诗决定了他为文学而奋斗。
他认为这场诗人之间谈心式的诗歌朗
诵会，倾吐了乡愁，研讨了现代诗歌中
叙事的方法，讴歌了岳州窑的文化。

作为湘阴诗歌学会的“总舵主”，姚
娜认为“跋涉过，跌撞过，追求过，才能
成就最好的自己”。

你方唱罢我登台，湘阴诗人洪宗甫
即兴献唱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雄浑
嘹亮的歌声告诉我们： 湘阴这片土地
上，诗歌的嘹亮之声从未消失。

“我要回家吃青菜，吃白米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