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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重点项目建设提速
1至10月完成投资175.7亿元，占年度计划84.5%
湖南日报 11月 1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11月13日， 位于永兴县油麻

镇的油麻风电场项目现场， 大型吊车正在
集中吊装风叶。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 不久
前，在县乡干部协调下，10多公里的施工道
路拓宽了，各种大型设备很快调运到工地。
到今年底，23个风电机组将全面完成吊装，
总投资4亿元的油麻风电场可投产发电。
油麻风电场是永兴县重点建设项目
之一。 今年，该县共安排重点项目100个，

年度计划完成投资208亿元。 为迎接党的
十九大召开，今年7月，该县启动重点项
目攻坚活动， 全力破解项目建设中遇到
的难题。 通过摸底调查，收集全县重点项
目建设碰到的道路、杆线搬迁、融资等8
大类130多个问题。 为化解这些难题，县
里明确了县级责任领导和责任单位，并
将重点项目建设任务进行分解， 落实到
单位到个人， 明确阶段性目标任务和完
成时限，促进项目建设。 如针对部分项目

“资金难”问题，县里通过立项争资、债券
融资、PPP融资等方式，多渠道解决了10
多个项目资金难题。
永兴县还组织多部门成立联合督查
组， 对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实行一天
一督查、一周一调度、双周一推进、一月
一通报，督促重点项目加速建设。 并定期
召开重点项目推进调度会， 专题研究项
目推进措施，做好跟踪服务工作。 下半年
来， 该县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等17个

重点项目每月均超额完成了投资任务，
引领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
据了解，今年1至10月，该县100个重
点项目已完成投资175.7亿元，同比增长
16.5%，占年度计划的84.5%。

涟源全面资助贫困学生
今年资助贫困学生17719人次，资助金额达1100多万元
湖 南 日 报 11 月 14 日 讯 （记 者 周 俊
通 讯员 肖 星 群 文 迪 光 ）11月9日， 经反

复核对， 涟源市三甲乡中心小学决定向
94名贫困家庭学生每人发放500元补贴，
获补贴学生人数比去年多了63人。 涟源
市强化教育扶贫力度， 实现贫困家庭学
生资助全覆盖， 确保不让学生因为贫困
“半路下车”。
今年以来，涟源市着力补齐教育“短
板”， 瞄准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

体，加大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力度，努力实
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
望”目标。 共资助贫困学生17719人次，资
助金额1123.2万元，全市小学、初中义务
教育巩固率分别达到100%、97.4%，贫困
家庭高中生免费入学率达100％。
涟源市着力强化贫困地区教育设施
升级，今年投入4500万元，改扩建农村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48所，为贫困地区学校配
齐电子备课室、学科实验室、多媒体教室、

计算机教室，确保教学资源均衡化。该市建
立学生辍学报告制度， 通过中小学生学籍
管理平台，实现
“
控辍保学”提前预警、提前
介入； 通过农村义务教育困难家庭寄宿生
生活费补助、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贫困家
庭学生困难补助、国家奖学金等途径，解决
贫困学子的上学费用问题。同时，建立健全
贫困家庭孤残儿童学前教育资助体系，通
过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随班就读、送教
上门等方式， 安排未入学适龄三类残疾儿

童接受教育。
该市整合“雨露计划”“阳光工程”
“劳动力转移培训”等项目，实施贫困农
户子女职业教育补助。 通过职业教育，提
高贫困家庭脱贫致富能力。 枫坪镇龙师
村贫困家庭学生谢汉湘， 在驻村扶贫工
作队帮助下， 免费进入涟源市工贸中专
学习汽修专业， 每个月还能领取生活补
贴。 他开心地说：“一定珍惜学习机会，努
力学好本领，实现勤劳致富。 ”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
员 刘贵权） 昨天上午， 郴州市在广州举行重

纪委监督责任
“
扛在肩”
湖 南 日 报 11 月 14 日 讯 （ 通 讯 员 刘 勇 ）
近日， 对安乡县委巡察组不久前在巡察中指
出的3例院内部处理程序不规范且明显偏轻
的违纪事件， 安乡县人民医院院纪委按照党
纪党规进行纠正处理， 目前已进入重新审查
处理程序。 这是安乡县人民医院纪委依托巡
察利剑， 将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落到实处
的一个缩影。
安乡县人民医院是安乡县委巡察工作开
展以来首轮被巡察的单位之一。 针对县委巡
察组指出的医院纪委多年以来从未办理过具
体案件， 在管党治党方面明显“失之于宽、
失之于松、 失之于软” 的问题， 院党委高度
重视， 对新上任的纪委书记明确提出依纪依
规办案要求。 院纪委迅即行动， 真抓实干，
确保医院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落到实处。
今年8月29日起， 该院先后5次召开党
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 加强学习， 统一思
想。 按县纪委工作要求， 于9月14日成立了
党风廉政建设室， 定员5人， 由院纪委书记
牵头， 具体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及行风建设督
察任务。 党风廉政建设室成立即日起正常开
展工作， 对医院重点部门、 重点岗位人员进
行常态化监督。
10月下旬， 党风廉政建设室对两起新
发生的违纪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 一是医生
吴某中餐饮酒造成不良影响， 纪委依规对其
进行了诫勉谈话及院内通报批评的党纪政纪
处分。 二是医院财务人员陈某精准扶贫不
力， 纪委依规对其进行了诫勉谈话、 敲警
钟。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抓在手、 扛
在肩， “严、 紧、 硬” 已成为安乡县人民医
院纪委工作新常态。

湖南日 报 11 月 14 日 讯 （记 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李果）
“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问一答的精彩一幕，发生在
长沙市雨花区10日开展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主题活动上。雨花区委书记张敏是提问者，抢答的是该
区东塘街道政院社区的居民。
在雨花区，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已深入人
心。 为了满足全区各级党员干部和居民对学习十九大精
神的渴求，区委宣传部以最快速度编辑《党的十九大报告
口袋书》，以“关键词”为线索，对报告进行摘编。内容简短
易记、携带方便。为了让报告精神入脑入心，区委领导带头
深入社区进行宣讲。
听说区委书记来社区宣讲，居民们热情高涨，离开讲
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能坐数百人的政院社区服务中心会
议室，便座无虚席。11月10日下午2时40分，宣讲活动在
慷慨激昂的雨花版原创歌曲《歌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正式拉开序幕。歌毕，在张敏的带领下，全体与会人员
起立，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随后， 张敏从“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报告的主要精
神”“如何搞好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和“如何推动十九大精
神在基层做实落地”3个方面进行宣讲。
当天活动现场，共下发500册报告“口袋书”。

民营企业家办晚会
宣传十九大精神
湖南日报 11 月 14 日讯 （记者 邢玲）11月13日晚，益
阳市资阳区皇家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大礼堂里锣鼓喧天、
气氛热烈。当晚，一场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专题文艺
晚会在这里举行。
这场晚会由民营企业家、皇家湖生态旅游开发公司
董事长倪福林策划组织。“十九大报告振奋人心，要贯彻
落实好，首先就要学好。因此，我组织起50多人的团队开
始筹备晚会。” 倪福林说，为了这场晚会，他在公司现有
宣传队的基础上，投入120多万元，成立皇家湖花鼓艺术
团排练节目，并组织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试看了6场。整
台晚会从排练到演出修改了12次，为的就是更好宣传十
九大精神。
晚会现场，花鼓坐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益
阳弹词《文化自信要坚定》、快板《同心共筑中国梦》等9
个具有地方特色的节目，在花鼓名角“蔡九哥”和“林十
娘”两位“主持人”一唱一和中一一上演。
当晚有近800人观看了节目。 倪福林说， 他还将组
织皇家湖花鼓艺术团，到资阳区各地免费演出30场次以
上。

发 布 农 业 招 商 项 目 78 个 ，
总 投 资 220 亿 元

安乡县人民医院

雨花区编
“口袋书”
宣传十九大精神

将到资阳区各地免费演出30场次以上

郴州在广州举行
推介会

点农业招商项目暨湖南 （郴州） 第三届农产
品博览会推介会， 吸引香港、 广州、 深圳等
地150多位客商参加。
推介会上， 郴州市共发布农业综合开
发、 农业园区建设、 农产品加工、 农业休
闲旅游、 农作物种植等农业招商引资项目
78个， 总投资220亿元。 其中桂东县生态康
养项目投资8亿元， 建设养生公寓、 度假酒
店等康养设施。 目前， 已有25个项目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 意向总投资达92.73亿元。
郴州市农委与广州市农业局就农业品基地
建设和农产品市场推广初步达成战略框架
协议。
推介会上还介绍了2017年湖南 （郴州）
第三届特色农产品博览会筹备情况。 这届农
博会将于12月1日至5日在郴州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 设标准展位1100余个、 特装展位
40余个， 并精心设置了首场主题日、 中国
（郴州） 茶产业高峰论坛暨郴州福茶推介会、
农批对接等系列活动。

十九大精神进基层

“三心”服务力促项目建设
宁乡历经铺街道迎来经济大发展

波斯菊花海
11月13日， 桂阳县神农蜂花海， 色彩缤纷， 风景如画。 今年， 桂阳神农蜂生态庄园种植了近百亩波斯菊， 目前正值
花开旺季， 成为初冬时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欧阳常海 摄影报道

资兴重奖30名“标兵”弘扬新风正气
湖 南 日 报 11 月 14 日 讯 （ 通 讯 员
朱 孝 荣 记 者 李 秉 钧 ） 11月6日， 资

兴市举行首届“十佳作风标兵、 十佳
敬业标兵、 十佳家风标兵” 评选活动
表彰大会。 从该市各行各业涌现出来
的30名先进模范人物现场接受表彰，
并各获1万元奖励。
受表彰的“标兵” 当中， 有奔走
在一线的新闻工作者， 有扎根基层、
服务群众的乡镇公务员， 有潜心教学
的乡 村 教 师 ， 有 书 香 传 家 的 退 休 干
部， 还有为社区建设奔走的社区

老百姓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11月初， 听说县文明办推荐自己
当“文明家庭”模范，周桂荣执意不肯，
其理由很简单：“我住在大路边， 做的
都是些小事。 ”但在当地村民眼里，简
单的事坚持做好了，十分可贵。 有人夸
赞周桂荣：“她是大家的媳妇！ ”
周桂荣家住沅陵县北溶乡竹垭
村，结婚20年，搞好自家，还帮大家，好
事做了一箩筐，十里八乡有口皆碑。
村民谢全家两口子都是残疾人，
生活自理能力差，而女儿在外打工，两
口子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难。 6年前，周
桂荣一家把房子搬下山， 和谢全家住
在一块，生活上主动照应。 过去谢全家
喝水要从溪里提，因为腿脚不方便，非
常吃力。 周桂荣引来山泉水，将水管接
进谢家。 腊月杀年猪，周桂荣叫丈夫把
谢全家两口子请到家里一起吃， 饭后

书 记 ……他们登上领奖台时， 赢得了
现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今年6月， 资兴市启动首届“十
佳作风标兵、 十佳敬业标兵、 十佳家
风标兵” 评选活动， 旨在通过评选深
入推进作风建设年活动。 活动以“树
新风” 为主题， 采取“自下而上、 层
层评选、 层层树立先进典型” 的办
法， 经过申报推荐、 组织评审、 组织
考察、 社会公示、 组织大会投票、 领
导小组成员投票、 网络投票等环节，
综合评选出了30名“十佳标兵”， 评

选结果将作为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
下一步， 该市还将把标兵的感人故事
拍成微电影搬上荧屏， 并通过电视、
报纸、 网络等媒体渠道， 多角度、 全
方位宣传推介这些先进典型， 弘扬新
风正气。
资兴市委书记黄峥嵘表示， 该市
开展这样的评选活动， 拿出专项资金
重奖标兵， 就是要营造学标兵、 赶标
兵、 争当标兵的浓厚氛围， 学习践行
标兵之美， 用标兵精神引领资兴发
展。

“大家的媳妇”周桂荣
还送一些猪肉给他们。
村民谢满妹今年快90岁， 住在半
坡上，儿子在外打工，女儿、孙女成家。
这些年，老人把周桂荣当媳妇，有事找
她帮忙。 老人脚板底下长癣疮多年，结
痂成包，走路不便。 周桂荣毫不嫌弃，
经常上门把老人双脚抱在怀里， 用刀
片小心翼翼削去老痂，一修就是5年。
谢满妹上了年纪，生活不便。 周桂
荣隔三差五买些蔬菜和水果， 给老人
送去。
“这个妹子很孝顺、很耐烦，有些
事连媳妇、女儿都做不到。 ”谢满妹发
自内心地感慨道。
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多， 几乎家家
都有留守老人，买米、买油不方便。 周
桂荣主动担当“生活保姆”，定期将自
家小超市的物资送到老人家。
周桂荣的家建在两条村道交会
处，连通周边4个村，很多过路乡亲把

这里当“新茶屋”，喝水、休息、等车、寄
放、购物一站解决。
“来的都是客！ ”周桂荣从不怠慢
一个乡亲， 一年四季热茶热水免费提
供。
为方便乡亲，周桂荣开通了WIFI。
她还开摩托车送人，6年换了4辆摩托
车。
村民石吉六80多岁了，走10多公里
山路到镇上赶场。 每次路过，周桂荣看
他年纪大，放下手头活，骑车送他回家。
邻村村民张立忠的母亲上个月到
村卫生室看病， 回家途中又饿又累走
不动。 周桂荣看到后，马上搀扶老人进
家， 盛来饭菜请她吃， 随后又送她回
家。
周桂荣的门口是中转站， 每天上
学、放学时这里最热闹。 有些留守孩子
错过了进村班车， 周桂荣总是二话不
说骑车送人。

湖南日报 11 月 14 日讯（李曼 斯 “
） 扩建项目能顺利落
地，多亏了当地政府的支持。”11月12日，位于宁乡县历
经铺街道的湖南邦弗特新材料公司负责人在接受采访
时如此说道。今年6月，该公司由于用地受限准备外迁，
街道先后几十次与邻近处于半停产状态的企业协商，促
成收购意向，满足了用地需求。今年，该公司有望实现产
值、税收双翻番。
历经铺街道是宁乡实施“东进融城”战略的主战场。
为奋力担当先锋，加快建设东城，该街道坚持“三心”服
务，掀起了一轮聚焦大项目、攻坚大项目、服务大项目的
热潮。
“全心服务平台、精心服务项目、诚心服务征拆，‘三
心’服务贯穿了街道发展的始终。”历经铺街道党工委书
记李磊介绍，得益于此，各大项目得到有力推进。今年2
月，位于该街道的滨江棚改四期项目拆迁在两天内完成
106户签约；9月，沩江流域综合治理第一批项目拆迁，更
是实现了一天签约、两天腾退、三天倒地的新速度。
项目的顺利推进，带来了经济大发展。今年前三委
度，该街道已完成税收1.094亿元，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7 年 11 月 14 日
第 2017311 期 开 奖 号 码

9 7 9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1050
707
0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40
1092000
组选三
346
244622
组选六
173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 年 11 月 14 日 第 2017134 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4 05 11 14 28 32 蓝球： 04
下期奖池：63517261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13
99
1824
87046
1531322
14674835

中奖注数
（湖南）
0
1
77
3143
56795
546232

单注奖金
（元）
6040990
170869
3000
200
10
5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