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新春 何顺

12月11日， 祁阳县八宝镇关心下一代教育奖励基金
会工作会议正在召开， 该镇75岁的五保老人李喜民突然
走进会议室，主动捐款1000元。

见此情况，大家纷纷劝阻。李喜民膝下无儿无女，居
住在镇“五保之家”，政府每月发给他近400元的五保供养
金、养老金。并不时有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给他们捐赠物
质和发放慰问金。

李喜民执意要捐，他说：“有党和国家照顾，社会各界
人士关怀，我衣食无忧，我要为社会作点贡献。 ”见李喜
民态度坚决，工作人员只好收下捐款。

八宝镇中心小学校长李小震介绍，近年，李喜民还积
极动员亲属、村民参与捐资助学。李喜民的侄女李金凤在
深圳工作，在他的动员下，今年，李金凤已经向基金会无
偿捐款5万元，这个月底，她还要向贫困生捐款5万元。

一笔特殊的助学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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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马威 郭倩）“李娜因为党建工作
搞得好，受到了组织上重用。”近日，记者
在株洲县龙潭镇采访时，镇干部介绍，李
娜于2016年出任龙潭镇党委委员、 组织
委员，因抓基层党建工作成效明显，被提
拔为镇党委副书记。

据了解，去年，株洲县出台《考察任
用干部看党建暂行办法》，把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具体化， 并结合党建工作日常考
核和考察干部工作要求， 对考察任用干
部标准进行细化， 将党建工作的好坏与

干部考察任用挂钩， 强化对党建考核结
果的刚性运用， 实现选优配强领导班子
与抓严抓实基层党建互促并进。

在干部考察任用中， 株洲县把党员
干部履行党建工作责任情况列为重要内
容，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被评为省
级以上先进基层党组织的， 基层党建工
作得到市级以上党委或组织部门推介、
表彰的， 所在单位党建工作年度考核连
续两年排名全县前两位的， 在急难险重
任务或中心工作中敢于担当的， 均作为
干部年度考核、评先评优、提拔重用的重

要依据，让想干事的有平台、能干事的有
舞台、干好事的有盼头，着力形成抓好党
建是重大政绩的鲜明导向。

根据新的办法，目前，株洲县已重用
基层党建工作突出的干部1名，对党建工
作缺失的县直部门党组织负责人改任非
领导职务的2名，并约谈了36名党建工
作不到位的领导干部， 其中党组织书
记7名、分管副职13名、党建专干16名。

株洲县实行考察任用干部看党
建，旨在压实党建责任，更好发挥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带头

作用，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成效。目前，该
县已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示范
带动效应强的基层党建示范点， 逐步形
成了以211省道沿线为主轴的“百里党建
示范带”， 引领经济社会稳中有进地发
展。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献祥 陈星 刘从武）12月5日，
从中宣部传来喜讯， 在刚刚揭晓的全国
基层理论宣讲先进评选中， 宜章县理论
快板宣讲队榜上有名， 成为这次受到表
彰的39个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之一，
也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集体。

成立理论快板宣讲队， 是宜章开展
理论宣讲的一个创新之举。 为把党的大

政方针送至千家万户， 宜章县集中文体
组织中的112名快板说唱骨干， 组建理
论快板宣讲队， 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宣
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此,县委宣传部
对宣讲队进行理论知识及快板创作培
训； 宣讲队员们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报
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
入农村、社区采风，创作《十九大精神放

光芒》《今日农村新气象》《脱贫致富奔小
康》等一批接地气、入人心的理论宣讲文
艺作品。

在此基础上， 宣讲队深入城乡学
校、工厂、机关单位等开展宣讲。他们采
取说唱的方式，用鲜活的事例、朴实的
语言、精彩的互动，把十九大精神、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 以及重大决策和部署，
送至群众家门口，让群众听得进、听得

懂、记得住、受教育。比如，为宣讲好党
的十九大精神，他们在十九大闭幕后不
久， 就深入梅田镇车头村开展主题为
“十九大进基层·引领宜章新发展”的第
一场宣讲活动。

据介绍，目前，宜章县理论快板宣讲
队共开展“十九大进基层·引领宜章新发
展”“脱贫攻坚基层讲堂” 等宣讲694场，
受众达42.6万多人次。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金慧）连日来，长沙持续低温，
12月10日， 长沙市民政局和市救助站相关负责人组成救
助小分队，冒着凛冽寒风来到火车站、万家丽路和远大路
立交桥，察看流浪人员聚集露宿情况，认真询问他们的家
庭情况、滞留原因，为他们递上棉衣、棉被。

同时，工作人员还将救助引导卡交到流浪人员手中，
叮嘱他们如果遇到特殊困难、想求助回家的话，可拨打卡
片上的电话号码，救助站会免费护送他们顺利回家。

据了解， 11月下旬，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制定出台
《“寒冬送温暖”工作方案》，当气温低于5摄氏度以下，即
组织工作人员每天分上午、 下午和夜间3班上街劝导，对
市内车站、繁华商业区、交通主干道及地下通道、桥梁涵
洞等重点地段的流浪乞讨人员要全方位、全天候、无死角
地巡视和救助，引导流浪乞讨人员入站，对愿意回乡的人
员及时帮助购票返乡； 对经过劝导仍不愿来站的受助人
员为其提供必要的御寒物品和详细的求助方式， 帮助其
解决临时生活困难。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寒冬送温暖”专项行动将持
续至3月15日，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接待服务制，市民
朋 友 发 现需要救助的流浪人员可拨打求助 热 线
0731-84155110，电话全天候24小时畅通。

长沙市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行动
让流浪乞讨人员安全过冬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12月中旬， 中石化巴陵
石化公司一年一度的科技进步奖评审
揭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6万吨/年
特种热塑性弹性体工业技术开发”项
目，跻身3个一等奖之首。该公司橡胶
部集成自主开发的新技术，建成年产6
万吨特种热塑性弹性体工业化装置，
生产SIS和SEBS两个品种系列牌号产
品，2016年以来年均创效逾1亿元，促
进了国内热塑性弹性体装置技术水平
整体提升。

巴陵石化致力于建设一流化工
材料企业。 这次新鲜出炉的 29项
2018年度科技进步奖，有2项达国际
先进水平 ，1项国内首创 ，10项达国
内领先或先进水平，申请专利18件，
获得授权7件。 这批围绕公司炼油、
弹性体、环氧树脂、己内酰胺及煤化
工5大产品链主业“深耕 ”的科技创
新成果，助推安全清洁生产，提升装
置技术水平及产品品质，全年创效、
降本、减排等综合经济效益达3.7亿
元。

巴陵石化水务部获一等奖的“（岳
阳） 城区污水总氮总磷达标排放技术
开发及工业应用”环保治理项目，通过
源头减排、生化处理工艺功能强化、末
端深度处理和废水综合利用等措施，
开发了高氮高磷污水达标排放组合工
艺技术，实现了污水达标排放。该项目
拥有授权专利4项，技术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见习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滕珊珊 李光) 瑞雪兆
丰年，金橙满山香。12月11日，中国长
寿之乡———麻阳苗族自治县举办2018
年冰糖橙丰收节暨“中华民族一家亲”
走进麻阳大型文艺慰问演出。

麻阳是中国冰糖橙之乡， 冰糖橙
种植面积达25万亩，年产量40万吨。近
年来，麻阳县委、县政府把冰糖橙作为

带动农业增效、 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来培育。

麻阳近10万农民从事冰糖橙产
业，农民超6成收入来自冰糖橙。冰糖
橙产业成为全县脱贫攻坚主导产业。
目前， 每天从麻阳外运的冰糖橙达
3400吨。

活动现场， 麻阳近百名冰糖橙种
植、 经销等相关从业人员还举行了集

体宣誓，“确保每一个到消费者口里的
麻阳冰糖橙都是生态精品”。 为助力麻
阳冰糖橙支柱产业发展，宣传歌颂改革
开放4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
下，麻阳农业产业和经济社会各方面发
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中央民族歌舞团
“中华民族一家亲”前来慰问演出，为麻
阳人民群众送上一台具有民族特色的
文化盛宴。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见习记者 李
夏涛 通讯员 龚卫国 龙家权）12月4日，
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蜈蚣坡村，党员致
富带头人张儒安在田间免费教贫困群众
荸荠种植技术。他引进的荸荠改良品种使
亩产毛收入从5000多元提高到10000多
元，村里70%以上贫困户从中获益。

今年来，芷江在全县农村党组织中深
入开展“三亮两带一评”活动，党员亮身
份、亮承诺、亮作为。开展党员致富带富评
议，发挥农村党员在脱贫攻坚中的带头作
用。该县实施“1+X”传帮带措施，要求有
帮带能力的农村党员至少结对帮扶1户贫
困户，带领群众发展产业增产增收。开展

“三亮两带一评”活动以来，9479名农村党
员进行了脱贫攻坚公开承诺践诺，8400余
名无职党员开展了设岗定责认领，培育出
党员示范户1680户，党员中心户1420户，
创办党员创业示范基地233个，3200余名
党员致富带头人结对5762户贫困群众，带
动4500多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通讯员 李林 易艳梅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过去在农村，红薯是喂猪的主食。如
今在洪江市塘湾镇花岩村，红薯成了“致
富薯”。近日，记者来到花岩村，村党支部
书记易传仕说起红薯，脸上笑开了花。

花岩村位于雪峰山区，海拔高，昼夜
温差大，生态环境好，种出来的红薯又甜
又脆。村里加工的红薯干，色泽金黄，甜
度高、口感好，受到食客喜爱。

“以前村里手工晾晒红薯干，虽然小
有名气，但产量不大，且易受天气影响，
色泽差，无法形成产业，村民种红薯积极
性不高。”花岩村生态农业合作社负责人

易传稳介绍。
今年初 ， 花岩村在后盾帮扶单

位———洪江市委宣传部和洪江市人防办
帮扶下，组建合作社，并建起了红薯加工
厂。“将红薯干由传统制作变成产业化经
营， 用机械进行烘烤， 提高了质量与产
量。”易传仕说。

“我们生产的红薯干软硬适宜，色泽
橙黄清透， 嚼起来软糯香甜， 而且纯天
然、无污染。”村委会主任易贤球说。

今年，花岩村种红薯50亩，产红薯10
多万公斤。“按照传统方式加工， 大部分红
薯只能喂猪，年收入最多10万元。”洪江市
委宣传部干部、花岩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易
贵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用机器烘干，

红薯干年产量可达7500余公斤，按市场价
每公斤50元，销售收入可达37万余元。

红薯机械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帮助
花岩村脱贫村民实现稳定脱贫。 脱贫户
易传祥今年种了2亩红薯，全部由红薯加
工厂收购，收入4800元。他和儿子在加工
厂上班，3个月收入1.4万多元。 目前，在
红薯加工厂上班的脱贫村民有16人。

为了将红薯干销出去， 花岩村后盾
帮扶单位还帮助村民使用电商、 微商平
台，拓宽销售渠道。现在，村里红薯干搭
上电商快车，远销广东、上海等地。

“我们计划明年扩种红薯100亩，把
红薯干产业做大做强， 帮助更多村民增
收致富。”展望未来，易传仕信心满满。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欧阳友忠 骆力军)“通过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搭建的平台，我
感觉自己找到了组织， 以后能更好地
为大家提供服务。”12月10日， 宁远县
慈善志愿者协会会长肖雪文在接受采
访时说。当天，宁远县举行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启动暨授牌仪式，该
县是永州市唯一的省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试点县。

据介绍，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
面向人民群众开展理论宣讲、 主题教
育、文化传承的有形新阵地，是提升思
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的综合性
宣传平台。 宁远县的试点工作以县域
为整体， 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以
县、乡、村三级为单元，分别成立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重点建设理论
宣讲、教育服务、文体服务、科技与科
普服务、政策法律服务、卫生健康服务
6个方面。

启动仪式现场还为宁远县20个乡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授牌、 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授旗。当天，各志
愿服务队分别在县政务中心指定地点
及县敬老院、 社区开展了志愿服务活
动。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王静）
“我们开展巡查，是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从原来查问
题线索变为治‘未病’，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红
脸出汗’、纠错整改。”近日，常德市纪委监委驻市委宣传
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刘于春在市文物局回访时说。

据了解，从今年4月开始，该纪检监察组每两年对常
德市宣传与文化系统13家单位开展一次日常监督巡查，
主要通过巡查动员、廉政谈话、座谈走访、查账目、看制
度、问绩效等方式，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调查，跟踪并
帮助有关单位整改。

目前，该纪检监察组已巡查5家单位，立案3件，查处
违纪违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9名，提出问题清单和监察
建议35条，督促整改问题32项，清理追缴违规接待、违规
发放津补贴7.7万元，挽回经济损失100.9万元。

常德：
强化文宣系统监察

12月11日，麻阳苗族自治县锦江广场，来自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在倾情演唱。 滕树明 摄

科技创新
给力巴陵石化

宁远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揭牌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李曼斯 龚再蓉）昨天，宁乡市
灰汤镇生猪养殖户唐友良的养殖场完成标准化改造。养
殖场粪污排放达标后，所排放的水可直接养鱼。据了解，
今年宁乡市推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规模养殖
场标准化改造、禁养区全面退出养殖3大举措，实现畜禽
粪污减排35万多吨， 有力推进了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深入
开展。

今年初， 宁乡市出台《畜禽养殖区域划分和管理办
法》，将沩乌楚靳四江干流两岸和城区等确定为禁养区并
实施全面退养，共退出规模养殖场（户）1005户，退养生猪
10.8万多头。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整市推
进成功申报， 区域性第三方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已经建成
投产，长沙绿丰源生物有机肥料有限公司等8家有机肥加
工企业今年收集处理畜禽粪污量达19.8万吨。

宁乡：
化污成肥，绿色环保

麻阳举办冰糖橙丰收节

推行党员“三亮两带一评”
芷江带动贫困户稳定脱贫

乡村振兴纪实 花岩村：红薯成了“致富薯”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2月 11日

第 20183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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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1040 5356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68 173 219364

1 8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2月11日 第2018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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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08027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1
二等奖 17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2 5598712
2 9137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541
107950
1745779
12331751

89
4312
73746
527814

3000
200
10
5

0609 22 23 2513

株洲县考察任用干部看党建
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具体化

开展宣讲694场，受众达42.6万多人次
宜章理论快板宣讲队获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