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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陈
鸿飞 通讯员 周璐 颜洪波）“解决‘停
车难’，这事抓得好。现在市区停车方
便多了。”11月13日上午，衡阳市华新
开发区居民赵华开着私家车， 穿过熙
熙攘攘的街道， 来到石鼓区青山街道
办事，旁边有一个新建的立体停车库，
他麻利地将车停进库里。

城区“停车难” 得到一定程度缓
解，是衡阳市委、市政府采取得力措施
的结果。

以前，衡阳市城区“停车难”问题
较为突出。 该市城区机动车登记保有
量达19.2万辆，而停车位太少，给市民
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去年5月，衡阳市
委组织开展党代表“三联一帮”活动，
即市级领导党代表联系县处级干部党

代表， 县处级领导干部党代表联系普
通党代表， 普通党代表联系社区党员
群众，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活动
中，“停车难” 是市民向党代表反映最
多的问题之一。

今年8月，衡阳市党代表、市旅游外
侨民宗局党组书记宁资理在深入调研
的基础上，与6名省、市党代表一起，向
市委联名提出缓解城区“停车难”的建
议：增加车位供应量，提高存量车位利
用率；新建建筑应合理规划车位与房屋
套数的比例；倡导共享车位。

建议引起衡阳市委、 市政府
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他们当即要
求有关部门采取得力措施解决。
市规划局、 城管执法局等部门制
订城市公共停车场建设规划，并

采取引进社会投资等方式，加快中心城
区停车场建设。 首期规划建设先锋路、
司前街等13处立体停车库。市交通投作
为建设主体，总投资约1.4亿元，新建车
位1万个。同时，增加人行道停车位数。
今年计划在高新区等人口密度较大、人
行道较宽的地区，新增停车位3000个。

衡阳市交通投负责人介绍，至11
月上旬，该市首期规划的13处立体停
车库，部分已建成并投入运营，其余将
加快建设，以进一步缓解中心城区“停
车难”。

“新化黄精”获
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明）近日，

“新化黄精”获得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这是继“新化红茶”
之后，新化县又一农产品获得这一商标。

黄精味甘，性平，具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等功效，有
“北有人参，南有黄精”之说。新化是黄精重要产地，年栽培面
积达1.8万亩，药农约10万人，年创产值2.8亿元。新化出产的
黄精块茎肥厚，多糖含量达16%以上，远高于中国药典7%的
标准，其林下仿野生栽培技术在全国推广。

新化是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重点县，也是中药材传统种植
大县。近年来，该县把黄精产业作为扶贫支柱产业予以重点扶
持，大力发展和培育“新化黄精”等区域性公共品牌，并引导中
药材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采取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
份合作等多种方式，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户
发展黄精产业。目前，全县已有17家企业和合作社与2722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并有“颐朴源”黄精、“绿源农
林”黄精等4个品牌分别获得有机食品、绿色食品认证。

“心随百姓一起走”
通讯员 米承实 胡永昌 张南亚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儿子的残疾证办好了，还坐上了免费
的轮椅，这要感谢你和艾组长，还有残联的
袁理事长……”11月7日，看着轮椅上的儿子
小元，辰溪县大水田乡垅山村贫困户雷传聪
拿起手机，向黄思林发感谢短信。

“今年5月来，县纪委干部黄思林、艾
美华多次上门为我儿子办残疾证、 送轮
椅、协调申请低保等。”雷传聪激动地说，

“他们心随百姓一起走， 时刻牵挂着贫困
老百姓。”

雷传聪今年51岁。11年前，妻子在生子
时撒手人寰。没想到的是，儿子小元患有先
天性脊椎变异等疾病，身高只有1米左右，体
重只有10余公斤，不会走路，整天躺在家里。
这些年，雷传聪既当爹又当妈，还带着儿子
到处求医，但儿子的病却不见好转。

今年5月24日，辰溪县纪委监委驻县委
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黄思林和副组长艾
美华，在垅山村走访时，得知雷传聪的窘境，
并了解到雷传聪是个勤劳老实的人，对惠民
政策不关注。近年来，县残联组织几次下乡
办理残疾证，他也没带儿子去办，造成小元
没能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黄思林当即打电话向辰溪县残联咨
询，并按照残疾证办理要求，为小元拍摄
了视频，将诊断证明和病历带到县人民医
院做鉴定。县残联开辟快速通道，为小元
办好了残疾证。

随后，黄思林和艾美华又到大水田乡
政府，帮小元申请残疾人护理补贴。县残
联理事长袁琼也很关心小元，帮忙到民政
部门协调申报低保。

今年9月， 黄思林和艾美华到雷传聪
家回访，了解到小元需要一辆轮椅，便与
县残联联系。轮椅送到雷传聪家，试坐时
发现其材质较硬， 小元头靠着不舒服，他
们再次找到县残联，请求支援一辆材质柔
软的轮椅。 袁琼当即安排工作人员采购。
新轮椅到货，黄思林和艾美华又将轮椅送
到雷传聪家中。

这期间，黄思林、艾美华和袁琼还几
次到村里、乡里和民政部门，为小元协调
办理低保。目前，低保办理已走完流程。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陈新

11月9日早晨7时许， 气温4摄氏
度，寒意逼人。

火车鸣笛声响起， 一辆装满铁卷
的绿车头火车缓缓驶进了位于长沙市
天心区的湖南一力物流铁路专用线企
业站。物流园内热闹起来了。

早上7时30分， 加工中心开平二
班班长尤文跟往常一样召集15名同
事走进了办公室开起了班前早会。

“吊钩要吊准，先挂一个钩子，再
推小车挂另外一个； 另外，4米长的板
勾要更换，排除安全隐患……”

10分钟后，早会结束，员工回到
各自岗位开始一天的工作。 和以往一
样，他们负责钢卷、压平、剪切工序环
节，每天处理3000吨货物，安全在这
里至关重要。

看似简单的早会，其实蛮有学问。

“内容不啰嗦、不空泛，落得实。”尤文
笑着说，每天为了一次安全早会，他要在
本子上打好草稿，晒一晒问题，敲敲警钟。

最近， 长沙各大企业在早会上弹
起了安全“老调”。

今年10月，长沙市安委会下发了
《关于在全市企业推进班前会工作制
度的通知》，要求长沙市各单位、企业
因地制宜地召开“安全早会”，并具体
到“上一班现场安全情况和存在问题”
等每天“八个必讲 ”的内容，要求在
10分钟内提醒员工：注意安全。长沙
市安委办还把此项工作纳入安全生产
目标管理考核的内容。

安全天天讲，老调常弹有必要吗？
不少企业员工有些抵触。

“很有必要，甚至能救命。”浏阳市
义学鞭炮烟花厂安全厂长陈长虹说，他
从事烟花鞭炮行业多年，看到过不少血
淋淋的事故， 对安全生产心存敬畏，如

今推行“安全早会”，就是每天上班前给
大家“紧一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现在每天“苦口婆心”地讲，效果
也显现。“车间更干净整洁了， 器具和
产品摆放更整齐， 一天的工作也更有
效了。”陈长虹说。

在位于长沙开福区的长沙统一企
业有限公司，上班前坚持“安全早会”
制度已成为这家企业雷打不动的做
法。 该公司安全生产负责人出示了一
份数据，今年10月份，员工通过早会
提报并改善安全隐患达85处。

“用10分钟安全早会，推进全员、
全面、全天安全教育与管控。”长沙市
安委办主任、安监局局长胡春山表示，
安全早会简单易行， 可以让安全本位
归位，真正实现从“要我安全”向“我要
安全”的转变，实现从重“事后追责”向
重“事前预防”的转变，实现从“安监独
唱”向“全体合唱”的转变。

长沙首部规划题材纪录片

《选择长沙》上映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欧阳倩 刘玉秋）首部展示长沙城

市规划与变迁的纪录片———《选择长沙》， 今天在长沙市规划
展示馆正式上映，并将在长沙100个社区陆续放映。

《选择长沙》将观察城市的视角定位于“城市规划”，影片
从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同学聚会开始， 回顾湘江大桥建设通
车、橘子洲居民整体搬迁、天心阁的视域通廊、全国首条历史
步道诞生、儿童友好型城市创建等，讲述人的选择与城市的选
择的故事，展现长沙40年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历程。片中
主要出镜人物有近50位， 取景点有200多个， 设计场景40多
个，展示长沙珍贵老照片100多张，许多珍稀影视资料首次曝
光。影片主角陈慧芝回忆47年前与同学们一起修建橘子洲大
桥，动情地说：“我们当时年纪虽小，但从不偷懒。为了修桥，有
的同学牙齿都磕掉了。那会真的不容易，但看到长沙发展得这
么好，觉得一切都值得。”

� � � �全景记录涔天河水库
扩建工程建设

长篇报告文学
《梦圆大瑶山》出版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茂智 ） 全景记录国家重点项
目———湖南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建设的
长篇报告文学《梦圆大瑶山———湖南涔天
河水库扩建工程大纪实》， 日前由人民日
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是湖南“十二五”
水利“一号工程”， 并被国务院列为全国
172个重大节水工程之一。 该工程是在原涔
天河水库的基础上新修扩建的一项浩大工
程，具有灌溉、防洪、发电、下游补水、旅游开
发等多种效益，总投资130亿元。工程从1980
年动议申报， 到2010年开始实施、2016年大
坝下闸蓄水，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

长篇报告文学《梦圆大瑶山———湖南涔
天河水库扩建工程大纪实》，由永州本土作家
陈茂智、田人写作。作品用翔实的史料、真实
的故事、感人的事迹、生动的笔触，记录了这
一跨世纪水利工程建设的壮举，深情讴歌了
为工程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建设者。

娄底发出首张
不动产区块链电子凭证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11月13日， 娄底市不动产区块链信息共享平台正式上线启
用，市民朱鹏涛取得首张不动产区块链电子凭证。

不动产区块链电子凭证，是不动产证书的电子形式。可通
过电子凭证，了解房屋登记信息和实时状态如抵押、查封等。
有了它，子女上学、房产抵押等，不再需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
开具查询证明。通过电子凭证，还可以了解房屋的地理位置信
息及周边环境，查看小区二维三维图形，实时了解房价变化。

这次启用的不动产区块链信息共享平台， 是娄底在政务
服务领域建设的首个区块链项目。 该项目打破部门和层级障
碍，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办结”，打通了信息共享和管理协同

“最后一公里”。
目前，娄底市不动产登记凭证证照已实现与国土、税务、

房产机构等部门互认。办理不动产相关业务时，只要到不动产
登记中心交一套资料即可，也可通过网上申请办理。

平江休闲食品文化节
盛装启幕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何梦君
吴广）美食平江，香飘神州。近日，2018第二届中国（平江）休
闲食品文化节开幕式在平江县天岳广场启动。 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沈篪盛赞：“平江是实至名归的中国面筋
之乡、中国食品工业强县。”

超过200家企业参加此次活动，其中外地企业多达100多
家。食品产业是平江的第一支柱产业，年产值达200亿元。平
江县委书记汪涛称，该县正在致力打造“中国休闲食品之都”。

面筋酱干竹筒酒，茶油茶叶毛毛鱼；美味腐乳加辣酱，平
江美食尽情尝。此次节会以“休闲食品，平江先行”为主题，通
过“一节多会、一会多展”的形式，为食品产业和食品企业提供
展示、交流、合作的平台。平江本地名牌食品摆满了展厅，嘉
宾、游客大快朵颐。外地食品也大放异彩，有台湾烤乳鸽、北京
烤鸭、茅台镇原浆酒、陕西西凤酒、呼伦贝尔烤肉、武汉三鲜豆
皮等。

祁阳消防砂堆救人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斌)“要不是消防队员及时营救，
后果不堪设想。”11月14日，在医院接受治
疗的祁阳县白水镇居民李某回想起昨天
的一幕，仍心有余悸。

13日上午9时30分许， 祁阳县消防大
队接到报警称，白水镇采砂船船主李某不
小心掉进采砂船上的砂石仓，急需救援。

9时56分， 祁阳县消防大队20名消防
队员赶到现场。原来当天上午，李某在采
砂船砂石仓旁观察砂石运输情况时操作
不当，掉进砂石堆里，被砂石瞬间推送到
砂石仓运输口，双脚被死死卡住，身体胸
部以下被砂石掩埋，不能动弹。而这时，船
仓内还不断有砂石滑向李某，李某全身随
时有可能被砂石掩埋。

情况紧急! 两名消防队员立即身系安
全绳，踩着战友们在砂石仓内临时铺的两
块木板， 冒着随时可能身陷砂石中的危
险，迅速靠近李某，用安全绳对李某腋下
进行固定，防止他继续下滑。接着，大家抓
紧清理砂石仓周边及仓内砂石。并安排电
焊工在砂石仓底部切割口子，以排出李某
身边的砂石。经1个多小时紧张作业，在砂
石仓底部切割出4个口子。

12时5分许，李某被成功救出，随后被
送往医院救治。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通讯员 杨
能广 邱文丽 记者 肖祖华）11月11日，
新邵县太芝庙镇潭家湾村村民李新春
老人带着孙子小勤，来到太芝庙社区村
级活动中心，把一面写着“危难时刻显
身手、无私救人献爱心”的锦旗，交给太
芝庙社区党总支书记黄双喜。

原来，11月9日下午，今年9岁、在太
芝庙中心小学读书的小勤和妹妹放学后

一起回家，经过太芝庙社区龙山河边时，
小勤不小心掉进一个近3米深的水坑里。

“有什么东西掉河里了！”这时，有
村民远远看见河里好像浮着什么东
西，便喊了一句。正在社区活动中心打
扫卫生的黄双喜听到了，立马跑出来。
看见河里漂浮着一个疑似小孩的物
体， 不会游泳的黄双喜毫不犹豫跳入
河中。他抱住小孩慢慢往岸边挪，随后

被赶来的村民拉上了岸。
黄双喜勇救落水儿童的事迹很快

在当地传开， 大家称赞他为“勇敢书
记”。 黄双喜平淡地说：“当时情况危
急， 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伸出援
手，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据了解，黄双喜本是一个企业家，
他热心公益事业， 多年来捐资修路助
教。 担任太芝庙社区党总支书记一年
多来， 他带领社区干部为群众新修道
路8.8公里， 并建起了文化活动中心
等，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 （记者 徐
典波）近日，岳阳市湘北人才市场招聘
会现场人声鼎沸， 一群特殊的求职者
正在这里寻找心仪的工作岗位———她
们是驻岳部队的随军家属。

为妥善解决驻岳部队随军家属就
业难的问题，岳阳市人社局积极作为，

联合市民政局、 岳阳军分区政治工作
处共同举办了这次驻岳部队随军家属
专场招聘会。

为提高就业成功率， 岳阳市人力
资源服务中心在前期收集军嫂就业意
愿的基础上，精心组织了80多家用工
规范、待遇较好、与军嫂就业意愿匹配

度高的企业参会,提供财务会计、行政
管理、 教师、 置业顾问等各类岗位近
2000个。而中科电气、昌德化工、科伦
制药等一批岳阳名优企业也纷纷表示
愿意降低门槛，多吸纳一些军嫂就业，
践行企业拥军优属的社会责任。

招聘会现场，随军家属在用人单
位展位咨询，气氛热烈。前来应聘的
“军嫂”刘女士，成功与一家家政公司
达成初步用工意向，她表示：“还是政
府想得周到，服务很贴心，让我们很
暖心。”

7位党代表联名提建议

衡阳加快缓解城区“停车难”
3个多月时间里，首期规划的13处立体停车库，部分

已建成并投入运营

安全“老调”又弹起
———长沙企业推行“安全早会”见闻

新邵“勇敢书记”勇救落水小孩

岳阳80多家企业
面向随军家属招聘

冬修水利
� � � � 11月13日，通道侗族自治县菁芜洲镇芙蓉村，村民在疏浚、修建渠道。入冬以来，该县组织农民
投工投劳，清理沟渠，修复水毁渠道和坡坝，为明年的防汛抗旱和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刘强 江山 摄影报道

奖级 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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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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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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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533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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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1月14日 第2018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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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2711 13 15 17 18 1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1月 14日

第 2018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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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1040 227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67 173 14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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