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李秉钧 罗徽
郭玟琼）12月24日上午，为纪念《三大纪
律·六项注意》正式颁布90周年、毛泽东
同志诞辰125周年，中国（桂东）纪律文化
中心专题陈列《铁一般的纪律》在桂东县
沙田镇开放， 这是国内首个以纪律文化
为主题的陈列馆。

桂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 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发祥地、《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颁布地、工农红军长
征首发地。1928年4月3日，在桂东县沙田

墟老虎冲“三十六石丘”旱田内，毛泽东
同志健步登上临时搭起的土戏台， 向红
军部队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从此，人民军队第一军规诞生，群众路线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 内容不断提炼， 最后形成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4年8月，作为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
团， 在桂东县寨前圩河滩上召开誓师大
会，奉命西征，拉开红军长征的序幕。

据悉，《铁一般的纪律》专题陈列的

布展以时间为线索，集中展现中国共产
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律、规矩的发展
历程，共分为“保证革命事业取得胜利”
“奠定建设事业牢固根基”“保障改革开
放顺利进行”“复兴之路·全面从严治
党”四大部分，通过图文展板、模型陈
列、多媒体演示等形式，融入声光电技
术进行布展，从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
史阶段，介绍了党纪发挥的作用，及新
时代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和
科学内涵。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罗刚）12月18日，双牌县麻江
镇欧湾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 村民们忙
着组装手表链， 扶贫车间负责人刘铸忠
介绍， 安置点家家户户都有人在这里上
班，每月发放工资在20万以上。今年，双
牌县易地扶贫搬迁6580人，比原计划提
前一年完成任务。

双牌县有不少群众因居住在高寒山
区，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而致
贫。为此，该县大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他们组织懂政策、熟悉农村的机关党
员干部、乡镇干部等，进村入户向广大群
众宣传政策、算细账，充分听取群众对搬
迁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及时调整搬迁工
作措施，推动“要我搬”转变为“我要搬”。
并出台专门考核办法， 推动工作平衡发
展。到目前，全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共约
谈干部5批次11人，12名业绩突出的干
部被提拔重用。同时，207名党员贫困户
带头搬迁，带动了周边群众。

该县采取派驻帮建、 选派党建指导
员等方式，在全县30户以上的易地扶贫
集中安置点，建立社区服务站，设立“党
群之家”， 配备3名工作人员和安排必要
的工作经费， 开展党员“一帮一”“多帮
一”结对帮扶，为每个帮扶对象至少解决
一个实际问题，扎实做好后续帮扶工作。
解决“稳得住”的问题。

双牌县还按照“支部引领、 政府支
持、企业参与”，引进党员和经济能人在
易地扶贫安置点创办扶贫车间， 发展特
色产业，保障搬迁群众能乐业、致富。该
县五星岭乡五星岭村贫困户从山上搬到
山下后， 全部加入黑山羊养殖专业合作
社，户均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到目前，该
县在易地扶贫安置点创办50多个扶贫
车间，安排近4000贫困户就近就业。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明子
曾伟）12月21日上午，临湘市五里牌街道每一名党支部书
记、组织委员都领到了一本《党支部“五化”实用图解手
册》。

临湘市将党支部“五化”建设作为基层党建工作重点
任务予以推进。如何让基层党务工作者快速高效掌握“五
化”建设纲要及诸多环节？临湘市委组织部决定按照“体
系结构合理、图文通俗易懂、内容详略得当、版式设计新
颖”的原则，编印一本业务图册，供全市各单位党组织参
照使用。该市抽调6名党建专干，发扬工匠精神，前后历时
半年之久， 通过潜心阅读和参考123份文件资料、17本党
建业务书籍， 结合近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
例》，系统梳理了党建业务关键知识点76个，运用图文并
茂的形式“翻译”成88页的工作图册。

将党支部“五化”建设业务知识系统化图解，这在全
省尚属首次。自11月上旬以来，已印制、下发2000本图册，
培训党建专干及普通党员1.2万人次。 受训党建专干纷纷
表示：“图册内容跟以往的文件资料风格完全不同， 大量
采用了漫画、图标、流程图等形式，把枯燥的业务知识用
活泼的图文形式表达出来，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党务
工作者一下子就能看得懂、用得好。”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见习记者
金慧）日前，由长沙市民政局、长沙市文
明办、长沙慈善会主办的“慈怀天下·善
耀星城”长沙慈善会20周年纪念暨第五
届“长沙慈善奖”颁奖典礼举行。10个项
目、10名个人和20家单位（集体）荣获第
五届“长沙慈善奖”。

最具爱心慈善人物屈桂兰出身贫
寒， 今年91岁的她省吃俭用却坚持投身
公益，多年来帮助上百名困难群众；最具
影响力公益慈善项目“富基·春晖班”为
1100多名贫困学子筑梦护航，帮助他们
完成学业，改变人生；最具影响力公益慈
善项目“千手爱心基金”每年拿出1000
万元用于特困群众的兜底救助， 确保受
助家庭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困有所帮、
老有所依……

据了解，第五届“长沙慈善奖”评选
活动从2018年3月开始启动， 本着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个人申报、资质审
查、材料审核、网络投票等程序，评选出
了今年的“长沙慈善奖”。

� � � � 将76个党建业务关键知识点
“翻译”成88页图册
临湘党支部“五化”建设

“按图索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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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通讯员 肖慧玲

作为我省目前唯一一家省市共建的
股份制商业银行， 长沙农商银行坚持立
足“三农”、服务“小微”的市场定位，发挥
本土金融机构“引擎”效用，加大信贷有
效投放，重点支持本地民营企业发展。记
者了解到，截至11月末，该行今年已累计
发放小微企业贷款178.24亿元，占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48%。

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达100%

“持续低温，很多蔬菜供不应求呢。”
最近， 位于长沙县黄兴镇的海吉星国际
农产品物流园内， 商户陈国威忙得不亦
乐乎， 每天要把蔬菜配送到步步高超市
等多个卖场及餐饮场所。

对陈国威来说，目前生意运转顺畅，
来之容易。

“很多客户都要求先配送，验货后再
付款， 而付款往往要拖个把月甚至几个
月。”陈国威坦言，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由于
资金周转困难，他的生意一度陷入困境。

转机出现在今年8月。“市场内有人
来做宣传，听说最高可以贷款50万元，当
时就想试一试。”陈国威没想到，他准备

好相关资料提出贷款申请后，只有5个工
作日，长沙农商银行就顺利放款，解了其
难。

现在，陈国威底气十足，生意越做越
好。

在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 有很
多商户也面临困难， 对流动资金需求特
别迫切。为此，长沙农商银行根据市场所
在地的区域经济特色、产业特色，将汉城
支行打造为业务专营特色支行， 专门为
海吉星市场的商户提供最高50万元额度
的“吉星贷”信用贷款产品与服务。

目前， 长沙农商银行汉城支行是全
省首家独具特色的“菜篮子”银行，针对
海吉星市场小微企业主体， 已发放贷款
152户，授信金额7182万元，市场占有率
达85%以上。

不仅如此，在长沙万家丽周边商圈，为
解决商户在租金缴纳、 流动资金周转方面
的困难，该行1个月就投放贷款1800万元；
在高桥市场商圈， 为解决商户集中续约的
问题，近3个月新投放贷款9500万元……

根据生产经营呈现的不同需求和特
点， 长沙农商银行一方面加大“Q租贷”
“商圈贷”等特色产品开发力度，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优化授信机制，缩
短贷款流程， 以最高的效率将信贷资金

“送达”。
截至今年11月末， 长沙农商银行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为374.01亿元，占该行贷
款余额60%； 小微企业贷款户数16829
户，申贷获得率达100%。

以本土金融活水浇灌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总体规模小、层
次低、抵押物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等问
题，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融资
难、融资贵、融资慢。

为削平“融资的高山”，今年7月，长
沙农商银行充分发挥中小银行经营灵活
的优势，提出特色支行打造计划，以全方
位的金融服务造“活水”，精准浇灌本地
民营经济。

与有“菜篮子” 之称的汉城支行一
样， 天顶支行也属于长沙农商银行特色
支行中的业务专营支行类别。不同的是，
它主要服务于科技企业。

12月13日， 长沙凯瑞重工机械有限
公司总经理卜红华在拿到长沙农商银
行天顶支行500万元贷款后，皱了几个
月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这是该公司
成立几年来， 第一次拿到无抵押银行
贷款。

目前， 长沙农商银行特色支行已集
中推出无需抵押的银担贷、股权贷、专利
权质押、政府采购贷、流水贷、租金贷、园
区贷等10多款产品， 为民营企业有效解
决“融资难”。

同时，解决“融资贵”也被摆到重要
位置。去年，长沙农商银行出台“服务价
格管理办法（试行）”，取消企业收费项目
29个，降低收费标准项目3个。今年，成效
显现：仅上半年，就减免3687户企业各项
收费46.09万元。

不仅如此， 长沙农商银行还建立民
营企业申贷审批绿色通道， 提高民营企
业授信审批效率。尤其是特色支行，最快
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审批放款，且无需上
报总行，“融资慢”问题迎刃而解。

“融资成功后，若出现阶段性资金周
转问题， 我们也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长
沙农商银行授信审批部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该行已推出无还本续贷服务举措，只要
企业整体经营情况、历史信用情况、成长性
良好，通过银行审核后即可续贷。

削平“融资的高山”
———看长沙农商银行如何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肖

燕）12月21日，韶山市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举行合作框架
协议签约仪式， 此次签约也是双方在校地合作模式上的
成功探索。

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优势互补、共谋发展、互惠互
利、实现共赢”的原则，在教育与人才培养、红色文化教育
培训、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服务等方面建立长期、全
面、深度的合作。

韶山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具有深厚的渊源。 韶山是
毛主席的家乡， 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文
明城市。近年来，该市大力实施教师队伍建设、校园提质
改造、合作交流办学等三大工程，办学环境、水平、质量不
断提升，率先在全省实现12年免费教育，先后荣获国家义
务教育市，并先后获评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培育城市、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市。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是毛主席的母校，素有“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
美誉，是国家卓越小学教师培养计划单位、湖南省小学教
师培养培训和教研教改基地。

双方表示将以此次合作为开端，依托各自资源优势，
积极搭建平台，深化合作领域，拓宽发展空间，共同推动
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共同建设好毛主席的家乡
和母校。

校地合作发“新枝”
韶山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签订合作协议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向紫堇

“今年我家喂了900多只鸡，快过年
了，天天有人找我买鸡，这都是货真价实
的土鸡嘞!”12月21日一早， 湘潭市岳塘
区荷塘街道清水村村民许德春， 利索地
将土鸡装进笼里运出去卖， 话语里掩盖
不住内心的喜悦。近年来，许德春在产业
扶贫政策支持下养鸡，一年毛利可达9万
元，成功摘掉了贫困帽。

荷塘街道生态环境优美， 其绿心区
面积28.29平方公里，有清水、指方、荷塘
3个村。近年来，这3个村一方面通过植绿
复绿、 退出工业企业等措施保护生态环
境，一方面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

产业等增加村民收入。如今，一幅生态宜
人、产业兴旺的美丽画卷铺展开来。

今年， 荷塘街道将3个村的7家工业
企业纳入清退名单， 已有5家企业退出，
剩余2家企业将在2019年退出。3个村成
立的绿心保护巡查队，每天不间断巡查，
打击破坏绿心的行为。 荷塘村种植的
8000多株四季常青的松柏树， 郁郁葱
葱、绿意盎然。

绿心区内，一条笔直的双向4车道道
路———157县道贯穿而过；荷青路、指方
大道等村道的沥青路面在冬日阳光下蜿
蜒伸展；提质拓宽后的金盘路、荷花路等
村道干净整洁，车辆穿梭其中。

环境好了，基础设施完善了，荷塘街

道又带领3个村发展特色产业增加村民
收入。 街道党工委书记戴理告诉记者，3
个村分别通过土地流转，成立了3家合作
社，主要种植果树、饲养家禽，吸引村民
就近就业。“不久的将来， 就可建成漫山
是树木、四季有花香、每天有果摘的美丽
乡村。”戴理说。

目前， 指方村正依托盘龙大观园发
展以“漫生活”为主题的乡村旅游；荷塘
村正依托沈家湾美丽乡村示范点， 发展
农家乐、民宿客栈；清水村正依托红旗水
库， 修建游憩辅道发展休闲旅游……在
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 许多村民在家门
口实现了创业就业的梦想， 收入大幅增
加。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何海波）
今天，岳阳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瑰曙来到市政务服
务中心“一件事综合办理窗口”，为个体工商户周欢颁发了
首个套餐证照，即工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
照。周欢说，她过去开门面办手续要跑几个部门，最少要20
多天；而这次，只找一个窗口，全程办结仅花了4个工作日。

今年，岳阳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努力打造“最多跑
一次”改革升级版，构建“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承办、统
一窗口出证”的服务模式，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多窗跑、多头
找、耗时长的难题。市政务服务中心调整窗口布局，构建了
企业开办、产权登记、工程报建、公共服务和其他审批5个主
题功能区，将企业、群众办事涉及2个或2个以上部门的审批
事项定义为“一件事”，实行套餐服务，按照“一表、一单、一
图、一说明”的标准，实施流程再造，变跑多个窗口为一个窗
口，变多次、重复提交资料为一次提交，变串联办为并联办，
大幅压缩了事项办理的审批时限。

目前， 岳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已实施“我要开餐馆”、
“我要开超市”、“我要跑货运”3项“一件事”综合服务。例
如“我要开餐馆”，原来要跑工商、食药、城管等部门，需要
提交25份材料、13张表格，最快22个工作日才能办完开业
手续；现在只需跑一个窗口，提交18份材料、1张表格，4至
7个工作日就能办结。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陈劲兵 ）12月20日，
张家界市桑植县、慈利县和永定区法院
依法集中公开宣判9起涉黑涉恶案件，
48人获刑。

2005年至2010年期间，覃某、朱某
参加以朱某某（已判刑）为组织者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在张家界市区、慈利县

等地逞强称霸，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永
定区法院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寻衅滋事罪、 非法拘禁罪、 故意伤害
罪、开设赌场罪，数罪并罚，决定对覃
某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对朱某一
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并分别
处以罚金。

另外，桑植县法院对被告人邓某某

等15人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案，慈利县
法院对被告人王某某等12人寻衅滋事
案， 永定区法院对被告人符某聚众斗
殴、 开设赌场案等8起黑恶势力犯罪案
件依法进行一审宣判，依法判处各被告
人拘役和有期徒刑。

今年来，张家界市两级法院已审结
涉黑涉恶案件17件72人。

岳阳“综合窗口”
发出首个套餐证照

张家界法院集中宣判9起涉黑恶案件

乡村振兴纪实 荷塘绿心区：环境美了，腰包鼓了

纪念《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正式颁布90周年
国内首个纪律文化陈列馆在桂东开放

搬得出 能就业
收入稳

双牌易地扶贫搬迁6580人

第五届“长沙慈善奖”
名单出炉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2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000000
1 1712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57
948

10963

11
42
285

191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6599
122990

416
346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2月24日 第2018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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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984 元
02 3003 07 16 21 22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2 月 24日

第 2018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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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 1040 985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711 173 296003

1 65

12月24日，长沙市芙
蓉区登隆街历史步道建设
现场， 施工人员对房屋外
立面进行仿古装饰。 白果
园化龙池有机更新及历史
步道建设项目一期（包括
登隆街、苏家巷、白果园巷
及广场、 化龙池等主街在
内）的1.5公里历史步道建
设目前已主体完成。从
2016年10月开始，长沙启
动历史文化步道的建设，
规划建成总长约64公里的
历史文化步道， 串联起老
城区的“历史遗珠”，编织
成老长沙的“记忆地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打造
“历史”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