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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徐德荣 唐曦
唐兰荣）水枪、灭火器、头盔等消防器材
在储物架上整齐放置，墙上贴着消防制
度、值班执勤守则、管理培训规章等，
每天安排专人值守……这是记者近日
在衡阳市珠晖区衡州大市场微型消防
站看到的景象。消防站虽小，但“五脏
俱全”。

珠晖区是老城区，区内市场密布、交
通拥堵，消防工作基础较弱。为解决消防
力量无法快速到达等问题，去年来，该区
先后在消防重点单位、36个社区内建设

了58个微型消防站， 目前已全部投入使
用。该区还组建了10支志愿者消防队，并
完善调度指挥和区域联防机制， 构建“3
分钟消防圈”。

“作为专职消防队的有益补充，微型
消防站在城市灭火救援中， 能有效发挥
小、快、灵等优势。”珠晖区消防大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社区和重点单位建立“防
消一体化”微型消防站，有利于将防火灭
火力量延伸到基层， 缓解基层警力不足
和消防组织“缺失”问题，进一步增强消
防安全快速反应能力。

珠晖区还统筹消安委、住建、公安、
工商、安监等部门力量，集中推进电气火
灾综合治理，查处违法生产、销售假冒伪
劣电器产品等。 特别加大对市场商户私
拉乱接电线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推
动用户安装电气火灾监测系统。 还配备
人员24小时值班巡查，对重点部门、重点
区域实行“实名制”看守。不定期进社区、
商场、校园、机关、企业，开展消防培训，
做到“人人都懂报警逃生常识，个个都会
使用消防器材”。

目前，依托“3分钟消防圈”，珠晖区

已形成联防区域内“一点着火、 多点出
动，邻里互助、协同作战”新格局，全区消
防应急救援能力大增。据统计，该区今年
共排查消防隐患944处，未发生重特大火
灾事故，无人员伤亡，火灾“四项指数”均
有所下降。

� � � �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张雪珊）11月19日上午，
市民何先生从邵阳市双清区工业街派出
所，领回了丢失的4000余元钱。他高兴
地说：“我昨天在ATM机存款时因接听
电话，忘了带走这些现金和银行卡。没想
到一位女士拾金不昧， 把它们交给了派
出所。”这是双清区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中
出现的一个场景。

双清区是邵阳市老工业基地和商贸

物流集中区，改制企业多、老旧院落多，
环卫等问题突出。 为营造浓厚的文明城
市创建氛围， 该区注重加强社会公益宣
传策划设计，融合各类宣传主题要求，融
入时代元素和当地特色文化， 调动市民
积极性，凝聚强大创建合力。今年来，该
区共新建小区、建筑围墙公益宣传墙2.3
万多平方米， 设置公益宣传栏130余个、
宣传牌3800多块，并设计、制作精美文化
长廊和彩绘等30余处（个），精心打造宣

传示范点20余个。 利用单位门口LED显
示屏， 滚动播放文明礼仪提示语和创建
文明城市标语， 向居民发放创建文明城
市宣传品、文明手册、调查问卷等20多万
份。还利用辖区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等新
媒体，开展文明创建主题宣传。

同时，双清区坚持创建惠民，全力抓
好各项专项整治，补齐创建“短板”。对辖
区重点窗口单位开展服务规范专项整治
行动，全面提升窗口行业形象。开展公共

场所不文明行为专项整治。 区城管环卫
部门开展市容专项整治行动， 加大清扫
保洁力度。区住建局等部门牵头，完成了
142条小街小巷提质改造任务，新建车行
道36.5万平方米、 人行道12.5万平方米。
各街道、社区和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为社
区居民群众解决水管老化、 房屋渗水等
民生问题8200余个。 许多居民群众从开
始不理解变为主动支持配合， 全区逐渐
形成了全民参与文明创建新局面。

营造氛围 补齐“短板”

双清区浇灌城市文明之花

珠晖区构建“3分钟消防圈”
58个微型消防站增强消防应急能力

新闻集装

宁乡：电动公交车上线运营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李曼斯 隆文辉）近日，随着最后

27台金旅牌纯电动公交车从石泉充电站缓缓开出， 宁乡县
采购的150台纯电动公交车全部上线运营。 据了解， 去年9
月， 宁乡县公汽公司与沃特玛集团旗下的湖南民富沃能公
司签约，投资8370万元，采购150台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分
线、分期对宁乡现有常规动力公交车全部进行置换，率先打
造公交全电动化县级城市。目前，宁乡已建成石泉站、通溢
站、碧桂园站、公汽公司站4处充电站，完成了9条公交线路
电动化改造。

长沙：李国祥书法展开展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龙文泱 陈薇）近日，我省

“草根书法家” 李国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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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将持续一周。李国
祥是湖南宜章人，潜心研墨40载。本次展览是李国祥的首个
个人书法作品展，共展出作品30余件。作品立足传统，形式
多样，五体兼备，典雅精致，在突出共性的基础上略显个性。

桂阳：商会情系孤寡老人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维坤）

寒冬送暖，暖意融融。11月20日，在桂阳县举行的暖冬敬老
慈善活动中， 舂水缘·桂阳商会等为全县30所敬老院的985
名孤寡老人，捐赠了价值达43万余元的过冬物资。近期天气
渐冷，舂水缘·桂阳商会联合东莞桂阳商会、珠海同乡会、北
京桂阳商会和深圳隔壁老王团等筹措资金， 为桂阳孤寡老
人购买棉衣棉被、大米、油等过冬物资。

力阻“病根”变“穷根”

北塔区筑起4道“防线”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李忠华）

“搭帮党的健康扶贫好政策，这次住院与以往相比，我多报
销了4600多元。”11月18日， 从邵阳市内一家医院出院不久
的邵阳市北塔区陈家桥乡同心村建档立卡贫困村民李启成
有些激动地说。 李启成这次患多发性脑梗阻住院， 共花费
33661元，报销了21680元。

去年来，为了不让一个贫困对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北塔区整合财政资金，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健康扶贫办法，
建立起基本医疗保障、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保险补充4
道“防线”。由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依照政策资助贫困人口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并将贫困人口住院补偿统一提高10个百
分点，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年度内个人负担的合规医
疗费用在分段补偿比例基础上上浮15%。还引入商业保险，为
所有贫困人员统一购买“扶贫特惠保”，保险范围涵盖意外伤
害、区内就医、区外大病治疗等，力阻“病根”变“穷根”。

据统计，今年1月至10月，该区贫困人口住院就诊453人
次， 发生住院费用2608947元， 其中基本医保支付1211897
元、大病保险支付244032元，有效缓解了大病患者家庭负担。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本报记者）
11月22日至23日，长沙市开福区新闻宣
传干部培训班在湖南日报新闻大厦举
行。开福区委宣传部新闻中心、网宣办
全体人员，区直各部门分管宣传工作的
班子成员，各街道分管新闻宣传工作的
班子成员、专干共150余人参加培训。

这次培训由湖南日报新闻培训中

心与开福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培训班
邀请省社科院、省网信办、中南大学和
湖南日报社的学者与资深媒体专家授
课，讲授内容包括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
精神、新闻发布和媒体应对、突发事件
新闻发布与舆论引导及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等。

据了解，湖南日报新闻培训中心拟

于今后一段时间，在全省分批次开展以
“加强舆情引导，探索新媒体发展规律”
为主题的新闻宣传干部专题培训。专题
培训班将以资深媒体专家、学者为授课
班底，精心备课，有针对性地集中为市、
县各级各单位新闻宣传干部提供辅导，
以提高其新媒体业态下新闻理论素养、
新闻采写水平和舆情应对能力。

“看到群众的笑脸，
是我最大的快乐”

———记株洲市董家段
公安分局社区民警马建安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阎俊 杨玲

11月20日，株洲市公安局董家段分局
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仪式，20位青春洋溢、
朝气蓬勃的年轻民警与马建安一道重温
入警誓词， 为即将退休的马建安送行。仪
式简朴而温馨，场面感人。重温铭刻在心
的入警誓词时，马建安禁不住眼眶湿润。

马建安是董家段公安分局五里墩社
区的社区民警，2002年由原南方公安处
转入，曾获评“湖南好人”、株洲市公安局

“忠诚卫士”、 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面对荣誉，他说：“我很普通，看到群众的
笑脸，是我最大的快乐。”

路上捡到弃婴，马建安先买来奶粉、尿
布，再转送到福利院。冬天，他给社区的孤
老们买暖手宝送去。在社区里，谁家有个红
白喜事， 他会到场帮忙； 谁家有个难事急
事，他会鼎力相助……从警15年来，他调处
纠纷3000多起，救助、帮扶群众7000多人
次。在社区居民眼中，他是大家的贴心人。

自45岁从警， 马建安坚守在基层，担
任工作最为繁琐的社区民警。2013年，董
家段公安分局考虑到马建安已担任11年
社区民警，将他调到分局机关。但没多久，
马建安申请从机关回到社区，还要求到条
件更艰苦的农村派出所任社区民警。他
说：“我热爱社区民警的岗位，社区民警每
天直接面对群众，是整个社会治安的‘保
险丝’。让我去坐办公室，我还坐不惯咧。”

李某曾是马建安管辖社区里的一名
刑满释放人员，找不到合适工作，整天无
所事事。马建安隔三岔五往李家跑，找他
聊天谈心，有时还深夜打电话“查岗”。最
后，李某向马建安求饶：“马哥，你放过我
吧，我保证会改好的。”

马建安的故事还有很多： 遇上了没
钱上火车的群众，他自掏腰包帮其买票；
碰到走失的老人，他坚持送其回家；遇到
火灾， 伤者面目全非， 他用门板自制担
架， 抬着伤者出火场……家人说他“好
事”，他却说，当民警就要“管事”。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陈尚彪 黎新辉

11月20日，安化县长塘镇合振村。山
坳里藏着一片果园， 数名村民在园中锄
地、施肥。“大家休息下吧，喝杯水，吃个
桃。”一个年轻的长发女子从园前民舍里
走出，招呼大家进屋歇息。茶几上一盘猕
猴桃很快吃完，屋内弥漫着水果的清香。

长发女子名叫金申菊， 是这片果园
的主人。 出生于1985年的金申菊是外地
来的媳妇，8年前，她从澧县嫁到安化，其
丈夫叫姚爱良，大她6岁。“当时很多人不

看好我们的婚姻， 我们娘家是鱼米之乡
啊，而这里是山区，偏僻落后。”金申菊
说，嫁到安化后，夫妻俩承包了50亩土地
种植葡提。 她憧憬着自己的婚姻和事业
都会美满， 便给这片果园取了个名字叫
“幸福农场”。

“没想到创业第一年，我们差点被击
垮了!”金申菊说，葡提技术是她从娘家带
过来的， 开始创业的50万元资金也是四
处筹措的。2010年，果树首次挂果，眼瞅
着会有丰收， 不料在过几天葡提就会成
熟的当口，遭遇了一场山洪袭击，50亩葡
提所剩无几。哭过之后，他们没有放弃，

把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葡提细心照料，待
到成熟， 迎来一致好评。“尝过的都说我
们的葡提品质好。”金申菊说，有了村民
们的鼓励，他们信心更足了。

接下来，他们全身心投入到果园里。
镇里、 县里都对这对小夫妻建设的家庭
农场投来关注的目光， 给予他们各种支
持。金申菊说，这个过程让她体验到了幸
福的滋味，他们进一步引进和改良品种，
葡提园里有了玫瑰香、红罗莎、白罗莎、
红提、 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2013年，种
植面积扩展到150亩。去年，又种植红心
猕猴桃80亩、观光休闲莲花80亩。

今年，幸福农场获得丰收，可收入100
余万元。 金申菊说:“我们要把这种幸福带
给更多的人。”去年，金申菊当选为益阳市
人大代表， 她说她更加明白了幸福的含
义。如今幸福农场直接安排贫困户家庭15
人就业，已帮助贫困户增收20万元；固定
用工20余人， 季节性用工每年达3000余
人次，年支付劳动工资50余万元。幸福农
场也被益阳市评为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基
地。去年，安化县委又将其评为“年度十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示范单位”。

“现在党的扶贫政策好，今年，我们在
县里争取了50万元产业发展帮扶资金，有
效解决了葡提园排水沟、公路、仓库建设
的问题，葡提园抵御洪涝灾害风险的能力
更强了，葡提产量上来了，经济效益更好
了，贫困户收入也会更多了。”金申菊说。

创业记 幸福农场 幸福生活

湖南日报和开福区联合开展新闻宣传干部培训

加强舆情引导，探索新媒体发展规律

带案下访、调研走访、定点接访

怀化市纪委设立“群众工作日”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张帅）

11月20日， 怀化市纪委常委阳承凡来到中方县花桥镇槐子
坪村，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一位村民反映他家里有重度残
疾女儿， 要求重新纳入贫困户。 阳承凡详细询问其家庭情
况、被清退原因，耐心细致地讲解党的扶贫政策，并要求县
纪委帮助落实好残疾人优惠政策和医疗保障。

据了解，为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发现群众
身边扶贫领域的作风和腐败问题线索， 怀化市纪委决定将每
月19日定为“群众工作日”（逢双休日、节假日顺延），组织全市
纪检监察干部采取带案下访、调研走访、定点接访等形式，深
入各网格责任乡镇、贫困村进行走访接访。在进村入户走访过
程中，重点抓好“五个结合”，即与十九大精神宣讲、扶贫领域

“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农村基层信访举报办理、脱
贫攻坚督查巡查、县乡纪检监察工作一体化建设督查相结合，
将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和压力传递到农村基层。

“群众工作日”接地气、解民忧，受到农村群众欢迎。“以
前反映问题要坐车去县城，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问题。”
11月20日，面对到家门口走访的县纪检监察干部，芷江土桥
镇两户村村民杨世营高兴地说。据统计，11月20日首个“群
众工作日”（19日为双休日，顺延一天），全市共安排220余名
纪检监察干部走村串户开展下访，接访群众1200余人次，走
访贫困户1158户，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420个，现场甄
别并受理业务内信访问题143个。

� � � � 11月22日，广州竞争力有限公司的爱心人士来到双峰县井字镇万里琴美希望小学，开展
“爱心助学，情系万里”捐助活动，为山村孩子送上爱心书包、文具、被子、电饭煲等学习生活用品，
让他们更多地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李建新 黄芙蓉 摄影报道

爱心暖童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43
358
5244

5
4

135

308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7646
63503

145
172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22日 第2017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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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6104 元
01 1913 15 16 24 25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 月 22日

第 2017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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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1040 5678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76 173 151548

1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