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张传亮

塑胶跑道、塑胶球场，三层教学楼窗
明几净……深秋时节， 记者走进辰溪县
最偏远的高寒山区苏木溪瑶族乡田坳
村，看到一所设施一流的小学。

“这是我们村在外办企业的向延柳
捐资建设的。”苏木溪瑶族乡党委书记曹
后齐介绍。

助学帮困、就业援助、热心公益……
众人拾柴火焰高。近年来，辰溪积极构建
大扶贫格局， 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
参与脱贫攻坚，取得良好效果。

捐资公益
站在正在扫尾的田坳小学向外看，

田坳敬老院、幼儿园映入眼帘。敬老院和
幼儿园也是向延柳捐资建设的， 包括建
学校，共花了1000多万元。

“敬老院和幼儿园建在人工修筑的
坝上，仅清理地基就花了300多万元。”村
支书简宗其介绍，有了这些设施，村里小
孩读书不用跑到几十里外的镇上了。

田坳小学曾经设施落后， 留不住教
师，而学生到外面读书路途远、花费大。
向延柳的父亲、老教师向长仰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2015年春节， 他跟向延柳说：

“我知道你很孝顺， 但孝顺父母为小孝，
支持公益事业才是大忠大孝。”

“我捐建小学吧，还把幼儿园、老年
公寓也建起来。” 向延柳当即向父亲承
诺。当年10月，“孝心工程”开工建设。

近年来， 辰溪县瞄准贫困村公益事
业，引导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认领帮扶，
为贫困村安全饮水、人行便道（便桥）、电
力、通信、教育、文化等公益事业建设提
供帮助。县里成立了由县委统战部、县扶
贫办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班子， 引导工商
企业、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中非财
政供养人员、 个体工商户等投身脱贫攻
坚事业，并开通了“社会扶贫网”，将贫困
户的需求发到网上， 社会人士可自选帮
扶对象。

2015年以来， 辰溪县引导社会力量
捐资修路及硬化人行便道110余条 ,计
470余公里，修桥10余座，解决饮水困难
2800余人。

助学帮困
今年秋季入学时，省人大代表、辰溪

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罗兴友为6名贫困大
学生一次性捐赠2.4万元； 还结对帮扶贫
困学生7人，一直帮扶到大学毕业。

让贫困家庭孩子上得起学， 是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辰
溪社会各界积极行动、爱心涌动。

从2015年起， 县关工委的老同志开
展助学帮困活动，已募集爱心款400余万
元，资助贫困学生2000余名。

县委统战部等部门积极争取“泛海
助学”行动，对全县7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大学新生给予每人5000元资助。

团县委积极争取“拾穗行动”助学金，
每年为21名失依孩子和孤儿发放资助款。

在助学的同时， 辰溪县36名县人大
代表、 县政协委员主动认领大病重病患
者38人。

帮扶就业
10月23日，辰溪县黄溪口镇大湾村

贫困户米六香来到湖南贝尔动漫公司设

在村里的加工厂上班。他乐呵呵地说，在家
门口上班，摘掉穷帽没问题。

贝尔动漫公司地处辰溪工业集中
区。“为了帮助贫困户脱贫， 公司在大湾
村开设了加工车间，安置了20多人就业，
其中贫困户9人。”公司负责人蒲彦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辰溪引导社
会各界，对贫困群众开展就业、创业帮扶。
2015年以来， 辰溪畅通禽业直接扶持贫困
村18个，供应土鸡种苗6.8万羽、蛋鸡种苗4.7
万羽，扶持573户贫困户靠养鸡脱了贫。

县政协委员、 辰溪湘林宝禽业总经
理舒远良按照“公司+农户+政策”，与县
扶贫办签订了每年培育优质蛋鸡苗10万
羽供给贫困户饲养的协议，带动900余贫
困户户均年增收7000余元。

去年以来， 辰溪县政协委员共帮助
贫困户发展致富产业78个，解决就业156
人，直接帮扶贫困人口752人。

前三季度
邵阳实现规模工业
增加值343亿多元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邱文丽）
10月23日，邵阳市经信委发布信息显示，今年1月至9月，
邵阳市1182户规模工业企业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343.47
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较上半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 邵阳市传统产业和骨干企业支撑作用明
显，轻工、机械、电力、纺织4个传统产业增速均接近或超过
10%，共完成工业总产值738.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比例达48%，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3.1%，拉动
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7.73个百分点。

1月至9月，邵阳市完成招商签约工业项目110个，签约
资金178.4亿元；完成新开工工业项目93个，竣工投产项目
58个；71个市级重点工业项目完成投资70.89亿元，完成率
68.19%；3个省级重点工业项目完成投资2.25亿元，完成率
56.25%。

自2014年起，邵阳市狠抓规模企业培育，3年来每年新
增规模企业均在100家以上，位于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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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0月 24日

第 2017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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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1340 529300

组选三 0 446 0
组选六 1826 223 407198

2 5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0月24日 第2017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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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9830289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3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793201
1 15751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50
78944

1430191
8125119

48
2807
53136
314078

3000
200
10
5

0314 25 29 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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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对扬尘污染
进行单项立法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田育才)10月24日上午，
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全省首部专门
治理扬尘污染的单项地方性法规———《张家界市扬尘污染
防治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行。

《张家界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共六章39条，立足于对
张家界市扬尘污染进行全域全程控制，即对该市行政区域
内能够产生扬尘污染的建设工程施工、装修装饰、建(构)筑
物的拆除、物料运输与堆放、矿山开采、石材建材加工、道
路保洁、园林绿化施工等活动以及泥地裸露产生的空气颗
粒物等进行全面、系统的规范。

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介绍，该市对扬尘污染进
行单项立法，是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解决老百姓由盼“温饱”走向
盼“环保”，由求“生存”走向求“生态”；有利于加快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不断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
设新格局，更好地建设美丽张家界。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蔡俊 刘峰

“这几天我们一边忙着秋收，一边准
备虾种的投放工作。”10月24日， 益阳市
大通湖区金盆镇大东口村铁牛合作社的
田头，47岁的合作社领头人许铁牛笑呵
呵地谈论他的养虾经。

大东口村位于金盆镇东部， 邻近漉
湖，全村耕地面积8310亩。2016年，大东
口村被评为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村。该村先后投入600多万元，打造现代
农业核心示范区。

借助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 有20多

年养殖经验的许铁牛， 在大东口村建立
了龙虾科学养殖实验示范基地， 开展龙
虾种苗繁育和稻虾连作。“稻田养虾是水
稻种植、 龙虾养殖技术的有机融合。”许
铁牛说，他坚持田头做试验示范，探索标
准化、规范化种稻养虾方法，总结提炼种
养技术。现在，许铁牛成了远近闻名的稻
虾“专家”。他还牵头成立了铁牛合作社，
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过去是种养户找市场，
价格低、效益差。”合作社成员
徐国军说， 现在技术上去了，
质量提高了，变成市场找种养
户、找产品。如今合作社里，亩

产龙虾约100公斤、稻谷约550公斤。效益
上来了，合作社也随之不断壮大，目前有
成员186户，稻虾连作面积1800亩。

在大东口村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带
动下， 像许铁牛一样的养虾能手越来越
多。该镇稻虾连作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势
头强劲，形成了稻田龙虾养殖热潮。全镇
稻虾综合种养近7000亩， 稻虾产业年产
值近2000万元。

宁乡历经铺街道
完成全年税收任务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李曼斯）今天，宁乡县历经铺街
道向新闻界透露，截至今年9月30日，该街道税收入库1.09
亿元，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全年1亿元的目标任务。据该街道
办事处主任张慧明介绍， 预计全年可实现税收入库1.5亿
元，比去年增长40%左右。

据了解，该街道从工作铺排、税源管控、加强机制、强
化服务4个方面，制定税收工作方案，将工作人员分为项目
组、企业组和个体组，把责任分解落实到人。针对辖区内所
有企业、个体户及工程项目，建立管理台账，及时掌握情
况。特别是在精心服务项目上，加大协调力度，对每个项目
做到责任明确、跟踪到底，并对重点企业进行帮扶，提供全
方位服务。如大湾岭工业小区内的帮弗特新材料公司发展
状况良好，街道办事处实行“一对一”重点跟踪服务，今年
已缴纳税收逾1000万元。

众人拾柴火焰高
———辰溪县社会扶贫纪实

省政务公开与政府网站
业务培训班开班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李曼斯 熊
毅）今天，2017年湖南省政务公开与政府
网站业务培训班在宁乡市民之家举行开
班仪式。157名来自省内的各级负责政务
公开与政府网站工作的相关人员参加此
次培训。

此次培训班为期2天，培训的内容包
括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互
联网+政务服务、政务舆情回应、《政府网
站发展指引》解读。培训旨在进一步学习
领会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
政务公开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文件精神，
深刻理解政务公开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新要求， 不断提高全省政务工作能力和
水平。

株洲市委启动
今年第三轮巡察工作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温钦仁）株洲市委今天召开巡察
工作动员部署会， 正式启动该市今年第
三轮巡察工作。 本轮巡察工作将重点对
涉及扶贫领域的8个市直单位和茶陵县、
炎陵县两个国家级贫困县有脱贫攻坚任
务的33个乡镇集中开展巡察。

本轮巡察中，株洲市委将派出6个巡
察组， 巡察将紧盯扶贫领域4个重点问
题，即：扶贫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执行
走样；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资金管理
使用中以及扶贫项目实施管理中以权谋
私、滥用职权；在推进扶贫工作中履职不
力、作风不实；扶贫领域“两个责任”落实
不到位等。此外，株洲各县（市、区）委33
个巡察组还将分别交叉巡察33个有脱贫
任务的乡镇（街道、场）。

沅江10月底
全部退出珍珠养殖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廖文)10月23日， 沅江市南大膳
镇华胜村大堤上， 村民刘盛面朝堤侧湖
面方向，深深吸了一口气，说：“珍珠退养
后，空气好闻多了。”刘盛说，这里曾有
800亩湖面养珍珠，水体呈深绿色，散发
着恶臭。两天前，珍珠开始退养，养殖器
具收集到了岸边。

据了解， 沅江市原有珍珠养殖水面
20处， 共计10580亩， 均未经过环保评
估。今年来，沅江市开展洞庭湖生态环境
治理攻坚， 要求所有珍珠养殖基地在10
月底全部退出珍珠养殖。至10月21日，该
市已拆除13处水面珍珠养殖器具， 共计
7500余亩。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张脱冬

“我们一起为江豚点赞！”10月24日
是第八个国际淡水豚日，湖南日报社岳
阳分社等单位联合岳阳市江豚保护协
会，采用水路并进的方式开展纪念活动，
吸引了上海、湖北、内蒙古等地的“豚迷”
参与其中，现场洋溢着志愿者对“美丽中
国”的美好憧憬。

当天一早，记者随岳阳市江豚保护
协会的志愿者乘巡逻船，到洞庭湖寻访
江豚。曾大行其道的挖砂船、电捕鱼不见
踪影，密集的“迷魂阵”也难觅踪迹。绿得
可爱的湖水，时而掠过头顶的鸟儿，让慕
名同行的志愿者心潮澎湃。

舟行水上，洞庭湖水天相接、烟波浩
渺。岳阳县渔政局执法干部带领来自上
海、武汉等地的志愿者，与大部队在煤炭
湾水域会师，共商江豚保护对策。岳阳市
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范钦贵、江科明、徐
立君是老渔民，如今都成了“公益天使”，
常年守护江豚。

“江豚！江豚！”10时50分，在煤炭湾
以北水域，一个江豚群体欢快地跃出水
面， 志愿者们欣喜不已。“船少了， 水清
了， 今年又有不少江豚宝宝出生啦！我
们从心底里高兴， 所以志愿者轮班守
护。”范钦贵豪情满怀，“保护洞庭湖总要
有人带头，值得！”

“和江豚一起合影， 留住美丽的微

笑！”14时许，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的大
型图片展和“我和江豚玩自拍”活动，在
岳阳市步步高广场举行。岳阳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志愿者刘洁、柳子怡等忙着布
置场地，尤文涛、方湘琦披上“留住江豚
的微笑”绶带，向市民宣传江豚保护，并
引导市民参与互动活动。付涛、胡康在一
旁示范，不少市民在展板前驻足，纷纷与
江豚图片合影留念。

当日，包头剪纸传承人王兆刚寄来
了别具匠心的“江豚跃洞庭”剪纸作品，
让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心里乐
开了花。 王兆刚千里送佳音：“虽不能前
来洞庭湖畔保护江豚，但可以用艺术作
品来倡导，让更多人参与江豚保护！”

新闻集装

美丽乡村里，稻虾能手多

岳阳志愿者纪念第八个国际淡水豚日———

“我们一起为江豚点赞”

10月24日，岳
阳市步步高广场，
志愿者参与“我和
江豚玩自拍”互动
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