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冯丽萍）
永州市政府日前出台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实
施意见， 针对全市困境儿童生存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
困难，综合运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办法，
实施分类保障，从基本生活、医疗康复、基础教育、监护责
任、福利服务、安全保护6方面提出具体保障措施，帮助他
们走出困境。

意见中指明，困境儿童是指具有永州市户籍，年龄
未满18周岁，因家庭、自身、监护等原因导致生活、就医、
就学、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具体
分为孤儿、特困救助供养儿童、低保家庭儿童、流浪儿
童、残疾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需要临时救助的儿童
和携带艾滋病病毒及患有艾滋病的儿童等8大类。 针对
不同类别，实施不同的救助办法。

意见中还提出了强化和落实基层政府、 部门职责，提
升基层工作能力，着力构建“政府主导、民政和妇儿工委牵
头、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体系。要求建
立困境儿童信息台账，一人一档案，动态管理。

永州8类困境儿童
纳入重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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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尹振亮）11月19日， 记者来
到被授予“中国锻造之乡”的嘉禾县塘村
镇采访，每走进一家企业，都是一派繁忙
的生产景象。 该县精工锻铸造公司董事
长雷衍发说：“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毫不动
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
发了非公企业的发展信心。”该公司与印
度某公司签订的生产订单， 已排到了
2018年3月。

嘉禾是“江南铸都”，锻铸造产业是该
县的支柱产业。近年来，该县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 不断探索锻铸造产业的转型升
级，积极引导相关企业用技术创新为产业
发展注入新动能，使“江南铸都”实现了从
传统手工到机械化作业再到智能化生产
“三级跳”转变。到今年10月底，该县共有
350多家锻铸造企业， 年生产锻铸造产品
40多万吨，特别是五金工具，在江南的锻
铸造市场上占有55%以上的份额。

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嘉禾

县积极实施“让锻铸造产业阔步走出去”的
发展思路， 弘扬祖辈敢为人先的“打铁精
神”，一边对接国外国内市场，拓展发展空
间； 一边主动淘汰落后的机械设备和生产
工艺，积极引进冲床、抛丸、机加工等高精
锻铸设备，并通过自主研发、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等途径，提升核心技术优势，引进和
改造了46个专利产品和新型尖端工艺，锻
造出了中国驰名商标———湘江工具、 湖南
省著名商标———嘉禾“刀王”等20多个品
牌，使传统锻铸造产业快速提档升级。

据了解，今年前10个月，该县锻铸造
产业共实现销售收入32.5亿元， 同比增长
18.1%。该县生产的各类锻铸造“铁件”远
销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印尼、南非、
马来西亚等50多个国家。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邢玲)
11月15日下午，记者从益阳市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市12月
底前，将全面推行“三长一站”工作机制，
即河长、河道督察长、河道警长和志愿者
工作站。 这是该市打造河长制管理升级
版， 力促益阳河湖长治长美的一个有力
举措。

益阳市有5公里以上河流330条，1
平方公里以上湖泊51个。目前,市、县、乡

三级均成立了河长制工作委员会， 设立
了河长制办公室， 并制定了河长制工作
实施方案。 在完成全市河湖摸底造册基
础上，对境内跨区（县、市）的26条河流、5
个湖泊，设立了市级河长；对跨乡镇的97
条河流、19个湖泊、2个水库、4条重要渠
道， 设立了县级河长；330条河流、51个
湖泊设立了乡级河长； 村级每条河流明
确了村级河长，实现了市、县、乡、村四级
河长责任体系全覆盖。

今年，益阳市还加强突出问题整治，开
展了多个专项行动。 河道采砂综合整治行
动中，查处非法盗采挖（吸）砂船79艘、没收
砂石1.95万吨；取缔非法砂场21处，处理涉
嫌非法采砂人员89人。开展水污染专项治
理以及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至10月底，累计关停、搬迁养殖户3368户，
栏舍面积131万平方米；全市基本完成“两
围”（矮围、网围）整治任务。扎实开展水环
境综合治理，对全市93个市级水功能区全

部进行水质监测，并完成了1044公里河道
清理，清运河湖沿岸垃圾7.54万吨，启动中
心城区11条黑臭水体整治。加强重点工业
污染源排查和河湖水生态修复， 全市在建
的6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累计完成投资
5.3亿元，还启动了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晋
级国家级的工作。

省河长办今年对益阳下达河长制重点
工作任务19项，益阳均按时间节点要求稳
步推进，目前大部分任务已提前完成。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

“我和我的同事每天都重复着同样
的工作，那就是管理教育戒毒人员，帮他
们戒除毒瘾。”“挽救一名吸毒者，就是挽
救一个家庭，给社会带来一份安宁，再累
再苦也值！”11月15日19时50分许，在
CCTV-3“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岳阳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90后”警察蔡涛，向现
场观众和评委们讲述着戒毒所民警的日
常。

在演唱挑战前的讲述中， 蔡涛讲述
了自己在戒毒所帮助一名患有轻度抑郁
症的戒毒人员孙某走出困惑的故事。孙
某入所后曾一度绝望，并有轻生的念头。

了解到孙某有个5岁的孩子， 蔡涛开导
他：“我5岁的时候失去了爸爸，不希望你
的孩子在5岁的时候也失去爸爸。” 孙某
生日那天，蔡涛给他买了一些日用品，并
组织几名戒毒人员给他过了一个特别的
生日。“没想到在戒毒所还有人为我过生
日。为了孩子，我也要戒掉毒瘾，坚强地
活下去。”孙某渐渐走出了阴霾。

蔡涛的讲述， 打动了现场的主持人
和评委、观众。主持人杨帆感慨：“像蔡警
官一样的警察们的辛勤工作， 是在挽留
一个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我拍过一个
与吸毒有关的片子，接触过吸毒人员，了
解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无知、 好奇而
染上毒瘾，弄得家破人亡。”评委曹颖现

场与蔡涛互动，“感谢你能来到现场， 给我
们宣传毒品的危害。”

挑战环节，蔡涛用业余歌手的身份，演
唱了《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评委江涛因为
蔡涛能将真假声拿捏很好而给他投了赞成
票； 评委刘和刚因为钦佩蔡涛的奉献精神
而投了赞成票；“我希望蔡警官能有更多机
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宣传毒品的危害。”评
委曹颖毫不犹豫地给蔡涛投了赞成票。

蔡涛在第一关成为擂主， 更多的是因
为主持人、 评委和现场观众被戒毒所警察
的无私奉献所打动。当晚节目中，蔡涛成功
闯过两关……

“上‘越战越勇’栏目，唱歌闯关只是自
己的业余爱好。”蔡涛说，“站在央视这样一
个大舞台，讲述戒毒所警察背后的故事，宣
传毒品的危害，让更多的人远离毒品，才是
我的初衷。”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余鑫

“感谢亲的支持， 欢迎再次光临小
店。”11月19日，距离“双11”全民网购狂欢
已经过去了8天。记者见到齐莉时，她正在
轮椅上调整坐姿， 又一次打开对话窗口，
处理客户咨询，在网上忙着自己的生意。

今年40岁的齐莉，是家住株洲市天
元区白鹤社区的一位残疾人。 她虽然是
一级肢体残疾，无法自由行动，但是和许
多残疾人朋友一样，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
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8年前，
齐莉开始尝试开设网店， 但因为电脑设
备陈旧，产品单一，最终失败。

天元区有关部门获悉她的情况后，立
即为齐莉提供了残疾人创业扶持政策，无

偿为她更新了电脑设备， 帮助她优化网店
产品结构， 还委托帮扶机构定时上门为齐
莉打包货品，组织物流，解决了她的后顾之
忧，使她网店的浏览量和销售日趋稳定。

今年以来， 天元区为了解决残疾人
创业存在的信息渠道狭窄、 创业层次不
高、技术资金有限等方面问题，紧扣“民
生100”工程要求，以“广覆盖、低门槛、
准定位”为突破口，在株洲市率先出台区
级创业就业扶持奖励方案， 掀起了残疾
人创业就业热潮。

天元区通过出资创业办企业、 从事个
体经营、从事种养业、从事网上经营（微店
等）、鼓励非公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吸纳残疾
人就业等5个方面，对全区城乡残疾人进行
政策帮扶， 还鼓励他们因地制宜开展自主

创业。该区残联、人社局、产业局等相关单位
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在政策、人员、资金等
方面为残疾人就业提供有效支持。 助残企业
与残联开展“定岗培训”合作，创业典型介绍
经验，引领带动残疾人创业。

此外， 天元区还降低了残疾人扶持起
点，只要是该区从事个体经营（开日杂店、
早餐店、书报亭等）、从事种养业（种植5亩
蔬菜以上、养殖牲畜10头以上）的残疾人
均可申报扶持政策，且只需“一张表、一个
电话”就可申报。扶持对象一经审核成功，
连续3年享受资金、技术、培训等各方面的
扶持，确保帮扶持续进行。

据悉， 天元区今年对申报的160多名
对象上门走访的过程中， 工作人员充分了
解情况，根据实际与残疾人商议，找准创业
的方向，并通过“三上三下”严格程序的核
查、筛选，确定了创业扶持对象75名，“民生
100”工程任务完成率达到了750%。

五金工具占江南55%以上的市场份额

嘉禾“铁件”出口50多个国家

全面推行“三长一站”工作机制

益阳河长制促河湖长治长美

张家界向扶贫领域
突出问题“亮剑”
敦促违纪违规人员12月底前主动交代问题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田育才）日前，记者从
张家界市纪委、市监察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张家界
颁布了《关于敦促在扶贫领域违纪违规的有关人员限期
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简称“《通告》”），敦促在扶贫领域
存在违纪违规行为的有关人员限期主动如实交代相关问
题。

近年来，张家界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仍
然有3个区县、308个贫困村、14.5万人尚未脱贫，扶贫领域
中存在资金截留挪用、政策执行走样、工作作风不实等9个
突出问题，严重阻碍了全市脱贫攻坚顺利推进。今年以来，
张家界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扶贫领域的违纪违规问题
频繁“亮剑”，通过信访举报、纪律审查、专项巡察、集中督
查等方式，不断加大对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力度。

据了解，《通告》按照“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原则，
给违纪违规人员以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并明
确：凡是在2017年12月31日前，主动交代问题、退缴违纪
所得、挽回国家经济损失，并作出深刻检查的，视情节轻
重，可以依纪依规给予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同时具有
检举、揭发他人违纪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或有积极协
助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其他违纪人员等重大立功表现的，
可以依纪依规给予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

张家界市纪委、 市监察局要求有关人员摒弃侥幸心
理，珍惜和把握好这次机会，积极主动自查自纠。鼓励人民
群众检举揭发， 对检举揭发或提供线索的公民予以保密，
经查证举报属实的，按相关规定给予奖励。同时强调，凡在
规定期限内， 不主动到纪检监察机关交代违纪违规问题，
甚至销毁证据、转移非法侵占的款物、相互串通、订立攻守
同盟等对抗组织行为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从重或加重
处分，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泄密、阻止
他人检举揭发或打击报复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田贵学）
11月16日，张家界市永定区农业产业扶贫“一亩园经济”
项目全面启动。到今年底，在该区产业相对薄弱的贫困村
引导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2000亩以上的“一亩园经济”
特色种植业， 力争用一年时间覆盖全区所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实现产业扶贫全覆盖。

据了解，该项目涉及14个乡镇9个街道办事处、85个
贫困村、1064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为有发展意愿且
有劳动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5亩(含5亩)以下所需的
苗木， 并集中组织开展技术培训1至2期及栽后长期技术
跟踪实地指导。

为确保项目落实到位， 该区严格审核发展“一亩园经
济”建设的户主，对所有建设审批情况在村（居）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实施产业建设计划。 具体由永定区农业农村
工作局统一采购苗木和一定数量的肥料， 并提供生产技术
指导服务。由驻村帮扶单位和所在乡镇（街道）组织相关村
（居）和相关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一亩园经济”建设。

永定区启动
扶贫“一亩园经济”项目

天元区：为残疾人创业“圆梦”

蔡涛：借央视宣传毒品危害

11月19日，市民在参观展览。当天，书迹·心迹———李国祥书法作品展在长沙张锡良书法讲习所开幕，吸引了200余名书法爱好
者参观。宜章县“草根书家”李国祥潜心学习书法40载，此次共展出其书法作品30多件，作品形式多样，五体兼备，笔墨深厚，典雅精
致，充分体现了民间书法家对传统文化的追求和书法艺术的热爱。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草根书家”长沙办书法展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陈新 ）搭
建违章顶棚从事石材加工， 粉尘无
组织排放， 生产废水直接排往下水
管网。11月17日，长沙市芙蓉区公安
分局依法对在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
违法排污的李某、 苏某分别处以行
政拘留十二日的处罚。

据了解， 李某和苏某在芙蓉区
马坡岭街道西龙村租用闲置地块，
非法从事石材加工， 污染大气和水
环境，在被芙蓉区环保局查获后，拒
不执行环保部门责令停止排污决
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被依法移
送公安机关。 根据长沙市政府关于
在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严厉打击各
类涉气环境违法行为的要求， 公安
机关遂按较重情节对两名当事人处
以行政拘留。

长沙市芙蓉区环保局局长余新
春介绍， 进入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
以来， 芙蓉区重拳出击， 充分发挥
公、检、法、环司法联动和联合办案
的机制作用， 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零容忍”，始终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全力维护区域环境安全。

违法排污，拘留！
长沙市芙蓉区拘留2名

违法排污人员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徐
荣 通讯员 庞旺 肖燕 ) 日前， 韶山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党课
活动。这一次，他们将党课“搬到”了
项目现场， 市委书记杨晓军在韶山
高新区标准化厂房建设现场为200
多名党员干部讲授了一堂党课。

“党课中提到韶山的旅游发展
人气旺，财气不旺，效益不高。作为
旅游主干道征拆一线工作人员，我
一定努力工作， 确保项目建设顺利
完成， 为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作贡献。”课后，韶山市旅游主干道
及两厢提质改造项目部韶山乡段临
时支部宣传委员谭璠激动地说。

为推动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
韶山市委成立宣讲团， 各乡镇各单
位成立宣讲队，深入基层开展宣讲，
推动十九大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
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军营、进网
站。杨晓军表示，把传达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党课“搬到” 项目现
场， 就是要和项目建设一线的同志
们一起“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大精
神， 努力当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新
思想新战略的排头兵、先行者，为韶
山发展汇聚强大动力。

十九大精神进基层

韶山：把党课
“搬到”项目现场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19日

第 2017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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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 1040 895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04 173 346692

7 3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19日 第2017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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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7826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9
二等奖 2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952821
8 10476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130
101551
1711907
12485113

90
3840
66177
464394

3000
200
10
5

1207 18 21 2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