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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曾伟）“想不到进入新年就喝上了干
净的水，这水真甜啊！”1月7日，在溆浦县卢
峰镇桥头水村， 贫困村民向英全打开家里
的水龙头，双手捧水喝了一大口。

向英全一家人住在山坡上， 用水十分
困难。2018年夏天当地出现长时间干旱，
家中一度断水。为解决他家的用水困难，溆

浦县水利局、 县农村安全饮水项目部和卢
峰镇政府组织施工人员，从山上接了3公里
管道，把山泉水接到他家，过滤后饮用。据
了解，2018年以来，通过开展安全饮水“清
零”行动，溆浦县共解决了4万余名贫困群
众的饮水问题。

农村安全饮水是民生大事，溆浦县委、县
政府高度重视。近年来，该县大力推行水利扶

贫，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解决农村群众特别
是贫困群众的安全饮水问题。县水利局、县农
村安全饮水项目部尽锐出战， 深入一线摸排
核查、勘察水源、分类调整、接管并网，并采取
建设自来水厂、打井取水、引山泉水、人力取
水等举措，加快推进农村安全饮水“清零”行
动。 该县卢峰镇双江口村是贫困村， 取水困
难。县农村安全饮水项目部了解情况后，立即

安排施工人员对原取水井进行挖掘加深。为
增加水压，还把储水设施搬迁至山坡上，终于
解决了村里群众生活用水问题。

溆浦县还采取“以奖代建”措施，鼓励
少数存在轻度安全饮水问题的群众， 自行
对饮水设施进行改造， 政府根据情况进行
奖补。目前，全县已实现农村安全饮水“清
零”目标。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蒋剑平 见
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杨坚）近日，新宁
县黄金瑶族乡桃林村贫困村民陶华向村里
反映未领到医疗补助的问题后， 村里把这
个问题放到精准扶贫事项公开墙上公示。
不到一星期， 陶华就领到了补助。 村干部
说,“问题上墙”推动了问题解决。

新宁县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 如果群众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及
时回应，“小问题”有可能变成“大信访”。为

推动广大干部改进工作作风、 提高工作效
率，有效化解扶贫领域信访问题，该县推行
“问题上墙”工作法，产生了较好效果。

2018年初， 新宁县在16个乡镇305个贫
困村（社区）设置了精准扶贫事项公开墙，把
各类扶贫领域突出问题尤其是群众反映的信
访问题写在板上，挂到墙上，标注承办人、解
决办法和办结时间等，接受群众监督。县里还
开发了精准扶贫“问题上墙”网络系统，录入
每个“上墙”的问题。有关人员在手机上点击

该系统，就能随时了解问题办理情况。
新宁县推行“问题上墙”，倒逼乡村干部

转变工作作风，压实工作责任，提高工作效
率，变慵懒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当地群众
反映，“问题上墙”后，问题有人管，办得更快
了，解决得更好了。黄金瑶族乡过去在扶贫
领域突出问题和矛盾较多，推行“问题上墙”
后，该乡共公布群众反映的问题193个，目前
已全部办理，办结率达100%，群众满意率达
95%，没有发生一起越级上访事件。

据统计，2018年，新宁县305个贫困村
(社区) 共有9大类3200余个扶贫领域问题
上了墙，现已办结3058个，其中80%是在村
（社区）及乡镇办结的。同时，全县扶贫领域
信访量大幅下降。

“雷霆突击队”出发巡防
衡东县城区巡防

一体化防控体系形成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昨天上午，“衡东快警”和“雷霆突击队”正式
出发巡防， 标志着衡东县城区巡防一体化的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正式形成。

据衡东县公安局负责人介绍，“衡东快警”和
“雷霆突击队”是在该县公安机关现有的特警基础
上，进一步有效整合警力资源、装备资源和科技信
息化资源，建立网格布警、立体巡防、无缝对接、快
速响应的现代警务机制。

据了解，“城市快警” 由7名民警、80名协警组
成，配备“航母”平台2台、出警汽车2台、警用电动
巡逻车4台、警用大功率巡逻摩托4台，负责衡东县
城区域街面巡逻防控， 负责重点时段对县城区域
中小学及幼儿园“护学岗”工作，协助维稳处突等
工作，与城区派出所值班巡逻警力形成区域联动，
构建重点部位、中心城区、其他城区快速出警“一
三五防控圈”。

“雷霆突击队”是一支处置突发事件的尖刀队
伍，由3名民警、22名协警组成，配备处突运兵车与
防暴装甲车各1台，警用大功率摩托车2台。主要承
担衡东县内维稳处突工作任务；定期对重点部位、
场所、路段开展清查盘查；承担县公安局部署的警
保工作任务；负责重点时段开展车巡工作；负责紧
急情况时，增援出警处置等工作。

当天上午，记者现场观摩了“城市快警”“雷霆
突击队”的汇报演练。演练中，参训队员展示了队
列和枪支基础动作、警组推进、格斗操、警组地形
地物搜索、抓捕战术等科目的训练成果，赢得与会
人员的阵阵掌声。

益阳去年执行到位
金额11.38亿元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李倩云 曾来生 李庆辉) 记者今天从益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获悉到一组数据，2018年益阳全市法院
办结各类执行案件12260件， 执行到位金额11.38
亿元，结案率排名全省第二位。

2018年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进入最后阶段，
益阳市人大常委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人民法
院解决执行难暨健全完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
见》，市委政法委成立解决执行难问题领导小组，协
调市检察院、市公安局联合出台拒执犯罪案件办案
协作机制，向社会广泛征集被执行人财产线索。

益阳市法院将“基本解决执行难”作为“一把
手”工程，两级法院院长对执行工作一天一调度，共
调配干警146人充实到执行一线，投入近200万元，
升级执行指挥中心。全市法院依法查询、冻结被执
行人银行账户4万余个， 先后将2769名被执行人纳
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时,开展涉党政机关、
涉公职人员案件专项执行活动，共执结案件105件，
其中安化县法院司法拘留拒不执行的公职人员达
28名，桃江县法院以拒执罪判处2名被执行人刑罚。

张家界：
“城市快警”精彩亮相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陈硕）1月10日，是第33个“110宣传日”，张家界市

“警民牵手110，共创平安迎大庆”集中宣传活动暨
永定区“城市快警”启动仪式在张家界火车站前广
场拉开帷幕。

据介绍，“城市快警”组建于2018年12月，下设
3个中队， 每个快警中队警务平台由4名民警和16
名辅警组成。城市快警以“将警务前移，把警力部
署到街面上，将快警点、巡逻车作为最前沿战斗单
位”为工作特点，执行“有警处警、动态巡逻、交通
管理、纠纷化解、服务咨询”的24小时巡逻值班，实
行快速反应机制，打造快速巡逻出警圈，即“重点
部位1分钟、中心城区3分钟、其它城区5分钟”到达
处警现场。

张家界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表示，“城市快警”
将发扬传统、忠诚担当，在接警、出警等方面，展现
新活力，成为群众家门口的“服务队”、管控城区治
安的“突击队”和展示张家界公安形象的新名片。

溆浦水利扶贫落到实处
4万余贫困群众喜饮“甘泉”

新宁倒逼干部转变作风
“问题上墙”推动解决扶贫领域问题

湘潭智慧立体
停车楼投入试运营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胡孟婷 祁兵）今天，家住湘潭市雨
湖区云塘街道公安小区的张武军来到位于
雨湖路的红月亮电影院立体停车楼， 首次
体验到了智慧停车设备。“不仅停车方便，
而且存车取车也很快， 极大方便了出行。”
他说。

湘潭首批智慧立体停车楼———红月亮
电影院立体停车楼、 雨湖交警支队停车楼
由湘潭城发集团下属子公司湘潭市兴城置
业承建，于1月4日开始投入试用，目前处于
免费试运营阶段。

其中， 红月亮电影院立体停车楼8层，
建筑高度24.35米， 占地面积1839.36平方
米，提供停车位127个。雨湖交警支队立体
停车楼16层，建筑高度40.55米，占地面积
868.52平方米，提供停车位177个。建成的
立体停车楼采用高速安全的智慧停车设
备，驾驶员只需将车停在库口，设备自动将
车辆输送到相应的停车泊位， 存取车平均
时间不到90秒。

“相对传统的停车场，立体停车楼占地
面积小，比地面停车场一般能多停3到4倍的
车，能够有效解决土地资源紧缺、地面停车
难等问题，提升城市品位和居民幸福指数。”
兴城置业工程部部长郭新泉告诉记者。

常德1200多家企业
喜领“惠企卡”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
讯员 覃正文)“卡片虽小，却寄托着常德市
委、 市政府发展工业企业、 民营经济的厚
望。”1月10日，在常德市暖企行动“惠企卡”
发放仪式上， 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友君感慨地说。当天，常德
有1200多家规模工业企业领到“惠企卡”。

“惠企卡”是常德为亲商敬商、暖企惠
企推出的一项创新性服务。 领到该卡的企
业的法人，可在桃花源机场、桃花源景区、
常德火车站享受优先安检、 免费入园等一
系列优惠服务， 确保企业家在常德畅通出
行、畅快游玩。

下一步，常德将探索增加“惠企卡”服
务内容，如酒店住宿、医院就医、子女就学、
本地购房等， 进一步营造亲商重商的社会
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盘先全

新年伊始，双牌县麻江镇廖家村盘点
2018年的收成， 村民们人人喜上眉梢：继
廖家村成功创建省级现代特色产业园后，
全村去年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 销售农产
品突破1000万元， 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30多万元，全村人均增收3000元。

回想起4年前的廖家村，村支书唐林感
慨万千： 全村413户、1365人， 其中贫困户
107户、贫困人口385人；多年来，村民们种
植、养殖“各自为政”，因为品种落后，形成不
了规模效应，农产品经常滞销，增收困难。

怎样推动全村脱贫致富？2015年以

来， 在省林业厅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村
里经过反复调研、考察，决定把全村土地
流转到集体，结合土壤特性和靠近永连公
路的优势， 发展特色果蔬生产和旅游观
光。因此，村集体将产业奖补、信贷扶持、
基础设施建设等涉农资金和项目，全部向
产业发展集中，村民们则参与生产，形成
“个体跟着集体走、集体跟着产业走、产业
跟着本地优势走”的“三跟三走”产业发展
模式。

然而， 一开始不少村民持观望态度。
贫困户廖枝林死活不肯把耕地流转到集
体，他还四处说：“耕地流转到集体，能拿
到租金就不错了。”后来，廖枝林看到村民

把耕地流转到集体创办的合作社，不但有
租金收入， 有的还按月拿到务工工资，他
这才找到村里说：“我不要租金都行，只要
求把耕地流转到合作社。”

原贫困户蒋路身体不好， 干不了重
活，村里送他到湖南农大、省林科院等学
习种植技术。现在，他负责产业基地技术
指导，每年各项收入加起来有5万多元。

到目前， 廖家村集体流转土地7000
多亩，成立1家合作联社，创办村办企业1
家，发展种养专业合作社12家、家庭农场2
家。建成以百香果、葡萄、酥脆枣、芦笋等
为主，长达3公里的果蔬观光带，吸引游人
纷纷前来观光、品尝水果蔬菜。

荷塘区36个“三无小区”
实现业主自治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李永亮 唐波 刘
晶晶）“严禁将房屋出租给干扰居民生活和
休息的非正常租户； 不得违反规定搞墙体
和管道拆改……”近日，记者在株洲市荷塘
区茨凯小区，看到一张特殊的“公约”。据介
绍，近一年来，该区256户居民依“约”自治，
面貌一新。

因为历史原因， 荷塘区原有无物业管
理小区116个，占小区总数50%，涉及房屋
895栋、 居民2.1万户。 这些小区普遍规模
小、设施旧，长期处于无人管理、无人清扫、
无人维护的“三无”状态。一年前，荷塘区开
展“三无小区”自治试点，由区城管局物管
办牵头，各职能部门通力配合，为这些小区
量身定制管理模式。目前，该区已有36个小
区实现业主自治， 来自这些小区的投诉减
少了近50%。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通讯员 何良元
记者 颜石敦） 宜章县长春乡贫困群众姚
小毛今天告诉记者，得益于湖南省农业信
贷担保有限公司推出的金融扶贫政策，他
与宜章盛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长
期务工合同，月均工资2000多元。

为解决新型经营主体融资难、 融资贵

及贫困群众就业，去年7月，湖南农担探索
推出“农担+新型经营主体+贫困户”的金融
扶贫模式，确保贫困户获得生产要素出让、
务工、入股分红等稳定收益。郴州市充分依
托湖南农担平台， 在省财政贴息贴保的基
础上， 对吸纳贫困群众务工并保障其基本
收益的新型经营主体，按每5万元贷款对接

1名贫困人口的标准给予再补贴，贷款主体
最高可实现零成本融资。 该市还协助湖南
农担和银行，以最快速度进行审批、放款。

得益于湖南农担金融扶贫政策，目
前， 郴州已有339家新型经营主体与3521
名贫困群众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财
政贴息贴保金额预计达880万元。

乡村振兴纪实 廖家村:“三跟三走”产业兴

郴州3000多贫困群众受益“湖南农担”
339家新型经营主体前来帮扶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王玖华 胡锡德）1月6日， 双峰县锁
石镇干部王某父亲80岁大寿， 没放鞭炮，
除了直系亲属和亲戚外，就连左邻右舍都
没来喝寿酒。

“原先我也想办上几十桌酒席，风
风光光、热闹热闹。要不是村里的理事
会上门做工作，我就要犯错误了，毕竟
我也是一名老党员呵，不能带头大操大
办。”王老的一番话，道出了没办寿酒的
实情。

梓门桥镇铃山村68岁的江大娘说，
“去年，家里亲人病故，按照村里习俗，要
大操大办， 没有10多万元是过不了关的。
好在村理事会成员与我们商议，并开出了
5条限制条件，节省了6万多元。”

成立村级红白喜事理事会，是双峰
县移风易俗、刹住农村大操大办风气的
重要举措。理事会由党员、村干部和“五
老”担任成员 ,主要是针对农村大操大办
等陋习，发动和倡导村民自治，给农村
操办红白喜事定“标准”,为遏制浪费立

“章程”。
铃山村党支部书记江泳阳笑着说：

“去年，全村共办红白喜事8场。通过理事
会做工作，平均每场减少4万多元开支，刹
住了大操大办的风气。”

“谁家办红白喜事，都要请理事会成
员到场，严格按规矩来办。特别是党员干
部，更是有了‘紧箍咒’，如有违反，一律按
县纪委的纪律规定执行。” 花门镇红旗村
党支部书记舒长久说，“这样一来，铺张浪
费的现象少了，村里的正气上升了。”

双峰：“理事会”管住“大操大办”

苗乡腊肉助增收
1月9日，麻阳苗族自治县苗乡情食品有限公司，村民在烘烤腊肉。随着电商物流的快速发展，这些苗乡人家的美食也逐渐“走”出

深山，成为人们舌尖上的美味，同时也成为苗族同胞增收致富的新亮点。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滕珊珊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01月 10日

第 2019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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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 1040 1397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594 173 448762

5 8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01月10日 第2019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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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32604366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6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133650
3 22923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08
61547

1102950
15727044

32
1973
36268
541710

3000
200
10
5

0722 28 31 3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