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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彭业
忠 通讯员 欧昌银 ） “十八洞村与
步步高集团合作打造的十八洞山泉水
厂， 产品销路好， 村里有了集体收
入， 30多个贫困劳动力实现了就业。
‘村企联动’ 的扶贫方式， 效果明
显。” 12月5日， 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石登高， 在山泉水
生产现场兴奋地对记者说。

花垣县在脱贫攻坚过程中， 注重
以党建引领， 坚持“四个联动” ———
党政联动、 干群联动、 村企联动、 上
下联动， 创新扶贫方式。 通过党政联
动， 壮大产业扶贫基地， 切实解决产
业规模小的难题。 打造了占地68.5平
方公里的国内一流生态农业科技示范

区， 形成了特色种植和特种养殖等七
大产业基地， 一批入区企业实现规模
开发经营。 推动干群联动， 组建产业
服务团队， 解决人才短缺的难题。 建
立了覆盖全县农村的科技特派员服务
团和各种技能、 金融、 市场服务队。
实施村企联动， 打造产业示范品牌，
解决品牌少的难题。 在企业党组织建
立企业联村、 以工促农的党建扶贫开
发机制， 重点扶持贫困村， 支持发展
中的农业企业形成品牌效应，
打造出“纽荷尔脐橙” 等多
个农业产业示范品牌。 推进
上下联动， 建立产业经济组
织， 解决经营难的问题。 对
县、 乡、 村三级经济组织进

行统一整合， 组建和优化了黑豚养殖
合作社等新经济组织570多个， 其中
多家合作社已形成生产、 销售、 服务
体系。

“四个联动” 的有效实施， 加快
了该县产业脱贫致富步伐。 今年以
来， 仅农产品网络销售额就达1.23亿
元， 比2015年全年增长180%。 该县
的87个贫困村 （占全县贫困村总数的
62%）， 当前正在接受脱贫验收。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
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张前宝）“上班第一
个月， 我领到了4000
元工资。 ”近日，在中铁
大桥局六公司设备租
赁公司从事维修工作
的桂东县沙田镇文昌
村贫困村民郭小飞说，
他会珍惜机会，把工作
做得更好。

为加快脱贫攻
坚，桂东从去年开始，
每年实施贫困人口就
业帮扶5个“千人计
划”，即完成技能培训
1000人以上， 组织推
荐1000人以上到发达
地区就业， 鼓励引导
1000人以上到县内企
业培训就业， 探索中
国中铁劳务承包模
式、 带动1000人以上
到中国中铁公司就
业， 提供1000个以上
公益性岗位。

今年来， 桂东积
极落实5个“千人计
划”， 以培训促就业，
以就业促扶贫， 实现
“培训一人、 就业一
人、脱贫一户”。 通过
整合职业教育、 农村
劳动力转移培训“阳
光工程”、扶贫“雨露
计划”等资源，陆续组
织扶贫对象， 开展电
商、烹饪、家政、建筑
等30多项实用技术培
训， 培训农村劳动力
2560人次， 其中贫困
劳动力1391人次。

同时， 桂东对县
内企业安排农村贫困
劳动力就业培训进行

补贴。并与中国中铁等多家企业建立劳务
战略合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就业岗
位；鼓励乡镇、村（社区）开发保安、保洁、
保绿及河道、森林管护等岗位，安置贫困
人口就业。到11月中旬，已全面完成今年5
个“千人计划”，帮助5700多贫困人口实
现就业或创业。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玖华 李应收）12月3日，恰逢
周末，双峰县锁石镇百亩菊花基地上不
少游客或赏花、或拍照，周边小孩追逐
嬉戏，热闹不已。“锁石以花为媒，春有
油菜、夏有荷花、秋有油葵、冬有菊花，
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双峰县文体广新
局局长肖卫平告诉记者，像锁石镇这么
打造特色旅游产业扶贫项目的，双峰县
共有15个乡镇参与，开发出了21个旅游
项目和10条黄金旅游线路， 近年有8万
贫困人口因此搭上旅游扶贫“幸福快
车”。

近年来， 双峰县紧扣“扶贫” 主

题和“旅游” 主线， 精心编制《双峰
县“十三五”旅游发展规划》，推动曾国
藩故居、 荷叶特色小镇等重点旅游项
目建设， 引进21家旅游投资商安营扎
寨。 目前，洪山殿镇户外拓展生态旅游
体验基地、 甘棠镇上河神农农业综合
体项目分别开工建设；招通休闲农庄、
鑫和生态农庄、文正生态农庄等12家4
星级以上农庄相继开门迎客；油菜花、
荷花、菊花等旅游文化节的举办，不仅
聚集了人气， 更提升了乡村旅游品
位。

同时， 双峰县把乡村旅游与产业
扶贫有机融合， 重点开发了以曾国藩

故居为代表的文化旅游， 以蔡和森纪
念馆、 蔡和森蔡畅故居光甲堂为代表
的红色旅游，以九峰山森林公园、水府
庙水库等为代表的山水生态旅游，以
雷峰山、观音殿为代表的宗教旅游，以
锁石镇油菜花、荷叶镇荷花、甘棠镇牡
丹芍药花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五大特色
版块，以此拉动旅游经济增长，加速贫
困人口脱贫出列。

截至今年11月底， 双峰县乡村旅
游接待游客量达96万人次， 总收入
4800万元。 直接或间接助推2000户
10000余人脱贫，全县贫困人口人均旅
游收入增长10%以上。

留住绿水青山 管住审批权力
昭山示范区规划工作坚持环保廉洁并重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刘聪 余磊)近日，
在湘潭市昭山示范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不到半个小时，投资数
亿元的仰天湖水上乐园项目规划审批手续就已办妥。 昭山示范
区的规划工作坚持高起点，注重制度建设，走环保、廉洁并重的
道路，既留住绿水青山，又管好所有审批权力。

昭山示范区地处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几何中心，区内负氧
离子含量为长株潭城市群最高值，有长株潭“绿心”之称。昭山示
范区创新生态绿心保护发展模式，从北京、上海甚至国外请来顶
级专家学者，编制发展规划，建起了国内一流的规划模型馆。 示
范区内近3年已投资30多亿元， 所有项目在规划环节都把住了

“遇山留山，遇水留水”这个总关口，凡是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
大的项目都被拒之门外。建立起生态失责追究制，将生态保护关
口前移，近年没有发生一起大的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事故。

由于昭山示范区的巨大发展前景，规划审批权也成了“香饽
饽”。昭山示范区加强制度建设，化解权力风险。梳理出了所有审
批流程中存在的38个廉政风险点，并出台相对应的管控措施，要
求每个工作人员针对自己所在岗位存在的廉政风险， 签订承诺
书，并将部门负责人和分管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捆绑考核。

制订一系列制度，将个人权力分解。禁止工作人员与开发商
私下接触，规划审批手续全部在窗口办理。重大项目都要通过区
规划委、市规划局例会、市规委会三级审批，集体决策，并严格执
行主要领导末位表态制度。所有项目批复文件进行批前公示。规
划变更，须由监理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共同核实现场后提
出申请，防止规划主管者利用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在网上和政
务大厅公布举报电话，定期召开服务对象座谈会，发放不记名调
查表，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监督。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瞿宏红 )
12月5日， 沅陵县摄影协会会员在五强溪国家湿地
公园境内二酉苗族乡采风拍摄时， 发现一只上体蓝
灰色、 下体白色、 肩部有黑斑、 体长约33厘米的小
型猛禽。 经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 野
生动物专家王斌仔细辨认， 确认这种鸟为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黑翅鸢。 沅陵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股股
长吉明介绍， 这是该县首次发现黑翅鸢。

近年来， 沅陵县坚持“生态立县” 发展战略，
积极开展候鸟保护“利剑” 专项行动等， 五强溪国
家湿地公园生态保护得到大力加强， 生态环境大为
改善， 吸引了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中华秋沙鸭等多种
鸟类前来越冬。

据了解， 1989年， 黑翅鸢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动物， 1996年被列为中国濒危动物， 1997年被
列入 《华盛顿公约》 CITES附录Ⅱ濒危物种， 2013
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通讯员 卢霞
牟建平 记者 肖洋桂 ） 组建“铁骑警
队” 巡逻街头， 在地形险要处可动用
无人飞机……12月1日起， 常德交警部
门启动新警务模式， 投入700多万元推
动警务大改革、 警务装备大提质。

据了解， 为解决以往“人海战

术” 执法效率低的问题， 今年来， 常
德交警部门建立了情报指挥中心、 缉
查实战中心、 事故防控中心、 新闻舆
情中心、 基础数据中心、 党建和团队
创建中心， 实行全方位协同作战， 在
春运、 百日会战和四大攻坚战行动
中， 查处交通违法总量152万余起 ，

同比增加21.8%， 而交通事故下降了
17.67%， 重大节假日道路通畅率提高
了70%， 交通肇事逃逸案侦破率达到
90%。

在此基础上， 常德交警部门这次
又启动“铁骑警队” 在市城区街头流
动巡逻， 运用警用摩托车较强的机动

性和反应能力， 加强流动执法， 提升
疏堵保畅能力。 新组建的“铁骑警队”
由50名民警和50台机动警用摩托车组
成， 每天不间断在城区街头巡逻， 快
速接处警、 动态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等。
同时， 新增交通扫障拖车和电动警用
摩托车， 为城市交通保畅助力。 并准
备了警用无人飞机， 用于偏远山区、
地形险要处交通事故现场勘查、 搜救
等工作。

祁阳地税心系民生真扶贫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杨勇 屈志成 邹赛）“你们真是太好

了！ ”近日，祁阳县黎家坪镇江边湾村年近70岁的特困老人李冬
梅，握着祁阳县地税局三分局负责人的手说。

李冬梅与残疾儿子相依为命，是当地精准扶贫对象。 今年，
她喂养了50多只土鸡，最近这批土鸡因病全部死亡。祁阳县地税
局三分局党支部获悉此事，结合正在开展的“学习十九大，心系
贫困户”主题党日活动，动员党员捐款，很快把爱心款交到了老
人手中。 下一步，他们准备帮老人养殖抗病能力较强的麻鸭，争
取让老人早日走出困境。

据了解， 今年来， 祁阳县地税局先后投入帮扶资金30余万
元，帮扶贫困群众300余人次。

南县稻龟生态养殖
亩净利逾万元
其养殖模式获评全国创新特等奖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冷国山）记者今天
从南县获悉， 该县呈宝龟类繁养有限公司研发的稻龟生态养殖
模式，在日前召开的2017年中国渔业协会龟鳖产业发展年会上，
获评全国创新特等奖。

该公司的稻龟生态养殖基地是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场，稻龟生态养殖面积220亩。 稻田为乌龟提供自然生长的生态
环境，乌龟采食稻田虫、草，防虫防病去除杂草，龟粪肥田，培肥
地力。 同时，配套人工除稗，禁施农药、化肥，设置诱蛾灯杀虫等
生态技术措施，达到稻田农药、化肥零施用，龟稻米、生态龟绿色
有机的要求。 经省级专家组测产验收，该养殖模式平均每亩净利
润达10620元。

花垣“四个联动”
创新扶贫方式
87个贫困村进入脱贫验收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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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扶贫”主题
接上“旅游”主线

8万贫困人口搭上旅游扶贫幸福“快车”

沅陵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翅鸢

� � � � 12月5日， 沅陵县五强溪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翅鸢在树枝上栖息。 瞿宏红 摄

常德交警启动新警务模式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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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6日 第2017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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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1407 09 16 19 27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 月 6日

第 2017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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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1040 466960

组选三 566 346 195836
组选六 0 173 0

4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