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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刘凤

近日，长沙市2019年“春风行动”就
业数据新鲜出炉。 1月下旬至3月底，该市
人社局组织各区县（市）、园区人社部门以
及各级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在本市和省内
贫困地区开展专场招聘活动共252场，参
加企业9882家次， 累计提供岗位20余万
个， 提供公共就业创业服务16.8万人次，
4.7万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广大用工企
业与劳动者均沐浴到和煦“春风”。

深耕就业扶贫，岗位送进贫困县
2月14日上午，雨花区劳务协作专场

招聘会在桑植县民歌广场举行，雨花区辖
内25家以家政服务业为主的企业携4500
个岗位远道而来，与当地群众“联姻”。

“我去年参加了雨花区在县里组织的
育婴师培训，考了初级证后，又参加高级
月嫂培训，培训、吃住都免费，现在已经在
雨花区就业了！ ”来自桑植县洪家关白族
乡的黄秋菊高兴地说，“这次我带几个老
乡来找工作，长沙的单位放心！ ”

据了解，雨花区在桑植、龙山等贫困县
建立起“就业帮扶服务站”，以打造雨花家庭

服务业品牌为抓手，形成“免费技能培训+
考证+就业”一体化劳务协作模式，定期开
展专场招聘会、输送就业信息，效果良好。

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是人社工
作的重点。 在长沙市就业扶贫方面，望城
区深入乡镇、街道，组织扶贫专场招聘会，
宁乡市把“春风行动”成效纳入就业扶贫
工作考核范畴，高新区、天心区、开福区将
招聘会开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家门
口；在省内劳务协作方面，各区县（市）、园
区与全省51个贫困县建立起“一对三”“一
对四”协作机制，“春风行动”期间，全市深
入省内32个贫困县开展了81场劳务协作
招聘会，近9000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紧扣完美匹配，政策送到家门口
1月25日，“长沙县、长沙经开区务工人

员服务点”的横幅在星沙汽车站的醒目位置
拉了起来， 凡经此车站进城务工的劳动者，
均可收到工作人员递上的一张春风卡、一杯
热茶、一个招聘日历、一本政策口袋书。

春风卡上，“春风行动” 招聘会安排、全
市各级人力资源市场等信息一目了然，政策
口袋书则针对农村贫困劳动力、 大学毕业
生、就业困难人员等不同群体“量身定制”了

不同版本，与求职者需求完美匹配。
长沙市人社局考虑到企业用工和农

村劳动力返乡时间的需求，特地将“春风
行动” 启动时间从农历年后提早至年前，
并将活动时间全程覆盖企业春季用工高
峰，以最大限度提高供需匹配率。

同时，采取宣传小分队等形式深入市
内村庄、社区、车站、广场，开展送政策、送
岗位、送信息、送服务的“四进四送”活动，
在各招聘现场提供职业培训、劳动维权等
服务，将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

依托“互联网+”，信息送至
掌心里

“长沙市‘春风行动’将在本市及省内
32个贫困县举办招聘会212场， 蓝思科
技、 伟创力等企业为您提供优质岗位。 ”

“春风行动” 启动前夕， 长沙的贫困劳动
力、贫困应届毕业生、失业人员均收到了
这样一条手机短信。

今年“春风行动”首次采用线上线下
同步启动的方式，联动发布信息。线下，利
用各公共LED屏幕、海报、横幅等在车站、
码头、 高速路等人流密集区域发布信息；
线上， 通过市人社局官网、“长沙人社”微

信公众号等30余个公共网络平台滚动最
新消息，同时向重点群体点对点推送活动
短信200余万条， 为劳动力提供了从路
上、车上到掌上的零距离信息服务。

在此基础上，各区县（市）依托互联网
做出更多尝试———

芙蓉区人社局委托湘湖街道打造了
“湘湖就业与人才服务网”，为企业和求职
者搭建起一座免费的供需桥梁，企业可入
驻发布信息，求职者可注册寻觅职位。 网
站上线运行一个月，已注册企业434家，求
职人员507人，点击浏览量超5万次。

长沙县联手“就业吧”APP举办了一
场线上线下一体化招聘会， 将237家参会
企业的万余个岗位在APP上提前发布，并
利用大数据对岗位数量、行业分布、薪酬
排名及求职者年龄、学历、专业等进行动
态分析，经过“预热”，很多求职者线上提
前投递简历， 招聘会现场直奔目标企业，
大大提高了求职效率。

《衡阳市森林防火条例》
5月1日施行

系全省首部市州《森林防火条例》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张光

达）今天上午，《衡阳市森林防火条例》施行启动仪式在衡阳
市南岳区万寿广场举行，旨在提升全市森林防火防控、森林
生态安全能力，让森林防火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据悉，《衡阳市森林防火条例》2018年12月28日经衡阳
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2019年1月20日经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九次会议审查批准，将于今年5月1日正式施行，系全
省首部市州《森林防火条例》。

《衡阳市森林防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针对当前衡
阳市森林防火工作面临思想重视不够、火源管理不严、防火
责任不落实等问题应运而生。《条例》规范和明确了应急、林
业、气象等部门森林防火工作具体职责，探索出森林防火工
作长效管理新机制。《条例》还对各种违反森林防火规定、影
响生态安全的行为，规定相应领导责任、行政处罚，要求各
级森林防火主管部门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严肃查处各种违
法行为。《条例》还明确该市各县（市）区按照相关细则措施，
建立完善应急预案、联防联动、重点乡镇监管、野外火源管
理、文明祭祀等其他配套制度，加强应急演练、强化值班备
勤和应急物资配备，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据了解，《条例》 还规定全市各级相关部门要从生态文
明建设的高度，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把森林防火作为共同目标，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服务特色生猪产业发展
湘潭建设首个国家级学会服务站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邬雅
琳）4月29日，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湘潭市畜牧水产学会
共建湘潭特色生猪产业国家级学会服务站签约仪式在
湘潭市举行。 这是湘潭建设的首个国家级学会服务站，
也是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在全国建设的首个特色生猪产
业国家级学会服务站。

创建国家级学会服务站是中国科协“关于实施创新
驱动助力工程”的具体要求，也是服务产业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的客观需要。

湘潭是全国生猪养殖大市，年出栏生猪500万头，人
均出栏生猪数、生猪外销率、规模养猪比例、畜产品加工
出口、生猪出栏率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位居全省乃至全
国前列，建有沙子岭猪保种场和种猪扩繁场等两个万头
现代化规模种猪场，形成了全省著名的种猪繁育、饲料
兽药、规模养殖、畜产品加工出口及冷链物流五大基地。

今后，湘潭特色生猪产业国家级学会服务站将发挥
国家级学会人才、技术、资源和科技优势，服务湘潭特色
生猪产业发展，助力湘潭经济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 中
国畜牧兽医学会、湘潭市畜牧水产学会也将在培养科研
应用型人才、建立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开展科技创新攻
关等方面进行合作。 双方预计通过5年的努力，探索建立
沙子岭猪、藏香猪特色土猪产业发展模式，建立沙子岭
猪、藏香猪家庭生态农场100个，年出栏沙子岭猪、藏香
猪30万头，实现产值20亿元，打造湘潭沙子岭猪毛氏雪
花肉等高端猪肉品牌，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3个。

让300名残疾人
“站”起来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见习记者 唐璐）“感谢政府为
我免费安装假肢，我又能重新站起来了。 ” 近日，长沙市

“义肢助残”工程走进宁乡市，正在接受假肢取模的肢体
残疾人谭政天高兴地说。

为了帮助肢体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今年年
初，长沙市残联确立了免费为全市肢体残疾人装配假肢
300例的目标任务，比去年增加了100例。 3月初至4月中
旬，全市各区县（市）残联对需要安装人员进行了筛查，
详细登记了每位假肢安装者资料。

15岁的杨磊因骨髓受损导致下肢行走不稳， 现在急需
腿部矫形器帮助他进行腿部康复。 了解情况后，技术人员为
他专门订制了合适的矫形器，有助于他稳定行走。

“为了进一步提升康复覆盖率与辅具适配率，今年
在装配种类上也有了更大的突破， 由以往仅装配下肢，
延伸至今年装配上肢、下肢和矫形器三大类23项。 ”长沙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700余名教师
签下廉洁从教承诺书
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 （见习记者 唐

曦 通讯员 唐兰荣 王建军）“潜心教书育
人，关心爱护学生;坚持言行雅正，坚守廉
洁自律，规范从教行为 !”近日，衡阳市珠
晖区纪委监委联合教文体系统开展“廉风
润校园” 系列教育活动，700余名班主任
教师代表集体宣誓，并签署“不违规补课”
承诺书，筑起“防火墙”。

据介绍， 该系列活动共包括倡廉洁·
“我的廉洁文化格言”征集、守廉洁·教师
“不违规补课”签名承诺、传廉洁·“小手拉
大手”廉洁亲子互动、评廉洁·“清廉校园”
与“师德楷模”评选表彰、颂廉洁·“辉煌七
十年·廉风润校园”文艺晚会等五个部分。
衡阳市珠晖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还将联合区教文体局，利用各学校
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功能，让清
廉之风吹遍校园各个角落，让廉洁文化成
校园新风尚。

近年来，衡阳市珠晖区教育系统通过职
前培养、职后培训以及“一对一”帮扶等多种
方式，切实增强教师的职业道德。同时，该区
还制定“珠晖区师德‘一票否决’”制度，在教
师考核、职务聘任、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工
作中实行“一票否决”。

沅江：

关闭8家乡镇屠宰点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冯治良)记者4月29日从沅江市畜
牧水产局获悉， 该市8家乡镇屠宰点已悉
数关闭，目前，全市生猪屠宰集中在唯一
一家由地级市人民政府审批的A类屠宰
企业。

4月28日下午，记者走进三眼塘镇、新
湾镇等已关闭的几家不合格生猪屠宰场，
场内原有的生产线已全部拆除，除了空气
中仍弥漫着的气味，已分辨不出屠宰场原
来的模样。据了解，此次关闭的8家乡镇屠
宰点相继建设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属于作坊式的粗放型加工，宰杀现场污水
横流、气味刺鼻，环境卫生差，经常遭到周
边居民投诉，不仅存在食品安全生产隐患
还破坏了人居环境。

去年10月，沅江开展了生猪屠宰专项
行动整治，要求关闭全市所有乡镇生猪屠
宰场，用最严厉的手段，保障“放心肉”的
供应，力争在益阳率先建成标准化示范屠
宰场， 全力提升全市屠宰行业现代化水
平。 目前，沅江全市的生猪屠宰集中在湖
南兴潮食品有限公司。

“春风”送岗暖意浓
一一长沙市2019年“春风行动”综述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邓壮河

“王教授，合作社上周放的稻花鱼苗出
现少数死亡现象，是么子原因？ ”4月27日下
午， 湖南农业大学王红权教授刚赶到沅陵
县二酉苗族乡桐木溪村稻田综合种养培训
课堂，理事长李生就迫不及待直奔问题。

“你们放鱼苗前，用没用食盐水浸泡消
毒过？另外放苗时鱼桶是否与水面持平？注
意这些细节，鱼苗就不会出现损耗！ ”教授
的回答，解开了李生多日疑惑。

当天上午， 沅陵县召开科技专家服
务工作会， 启动科技服务专家队伍参加
今年省委组织部与省科技厅联合举办的
全省科技专家服务“百团”竞赛活动。

会一开完，王红权教授和另外9支科
技专家服务小分队， 急忙分头奔赴乡村
科教培训室、农业基地、加工车间，投入
科技服务一线竞赛场， 为沅陵产业送去
“科技及时雨”。

水果科技服务小分队队长孙书娥来
沅陵，还带上丈夫宋泽辉，妇唱夫随，助
力乡村科技扶贫。 这次到楠木铺乡常德
湖村高山红梨基地指导技术， 夫妻俩还
特意购买了治病虫急用药送给产业户。

“‘百团’大赛看沅陵。 ”茶叶专家粟
本文领队的茶叶科技服务小分队兵强马
壮， 集合省农科院茶科所和湖南农大茶
学教授两支技术人才力量， 前不久这个
团队和企业联合获得“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参加科技专家服务“百团”竞赛，他
们信心十足。

来到沅陵碣滩茶业公司， 粟本文等人
既当科研攻坚专家，又当能工巧匠。他们先
进茶园看培管， 指导企业春茶采摘后茶树
修复；走进车间，他们穿上工作服，和工人
一起手工做红茶，边做茶边指导。

“听了王教授的课， 我们心里亮
了，信心足了。” 4月28日上午，水产专
家王晓清教授上的产业转型课， 让陈
家滩乡休闲筏钓大户张珍英茅塞顿

开。
沅陵县修复库区生态， 去年开始推

进网箱上岸，发动渔民退养还河，老产业
转型发展，养殖户和当地政府不知所措。
王晓清释疑解惑， 分享新型循环水养殖
模式，提出走渔旅融合发展路子，让渔乡
看到新希望。

“科技扶贫改变一个县。 ”沅陵县科
技专家服务团团长张建国说， 近几年,沅
陵县从科研院所及高校引进20名科技特
派员和三区科技人才， 另选聘59名本县
科技“土专家”，安排到全县92个贫困村
开展“一对一”科技扶贫。

专家帮忙作指导， 官庄镇界亭驿村
探索资源合股、农民合作、社会合力、产
村一体“三合一体”发展模式，成为全省
乡村振兴范本； 陈家滩乡成功申报全国
“休闲渔业旅游魅力乡镇”。据统计，2018
年全县共建科技示范基地63个， 培育农
村科技带头人217人，培育农业专业合作
社84家。

“科技及时雨”洒向山乡

排隐患
保畅行
4月29日， 桂东县

沤江镇白坪村，施工人
员在清除公路塌方。近
日，该县对域内各条公
路特别是旅游公路进
行全面排查，确保公路
畅通，保障市民游客在
五一小长假期间顺利
出行。 邓仁湘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4月 30日

第 2019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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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 1040 842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78 173 221094

2 8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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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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90602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20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552485
8 8519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854
111093
1745138
9091215

77
4353
64616
350113

3000
200
10
5

1510 22 23 2813

� � � �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 （见习记者 邢
骁 通讯员 邓福君 ）“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
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今天
上午，随着小提琴手拉响《歌唱祖国》
的动人旋律， 千余人挥舞着国旗缓步
走入湖南三湘南湖家电城购物放心街

中心广场，边走边唱 ,脸上洋溢着灿烂
笑容。

原来， 这是长沙市湘湖管理局组
织的迎“五一”快闪活动，此次“快闪”
最大亮点在于“真”，在6分钟时间内实
时发生， 大家实地感受。 在广场的二
楼、三楼，各楼层走廊上也挤满人群，

挥舞国旗，跟着大声合唱。 现场，不少
市民被这一幕所感染， 纷纷拿出手机
记录，主动加入到“快闪”队伍中，忘情
高歌、热泪盈眶。

“好多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真的太
震撼了！ ”长沙市民谭文忠说，一曲《歌唱
祖国》，将“家”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也把大家的心连在了一起。 不少市民的
手机“被刷屏”，和现场亲友一起感受这
个难忘时刻。

� � �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陈健林）
4月29日，“女书之乡”江永县，数千群众“快闪”《我和我的祖
国》在县城激情开唱。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上午9时，县凤凰广场，随着悠扬的萨克斯声响起，领唱的女
书传人胡欣一行4人边走边唱， 缓缓走向广场中央。 随后，
800余名青年挥舞着鲜艳小红旗，迅速向广场靠拢，周边群

众纷纷驻足观看，自发参与进来。同一时刻，在该县女书园、
上甘棠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和勾蓝瑶寨等地， 数千名游客和
当地群众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大家热情相拥，歌唱祖国，
歌唱美好生活。

“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祖国是我的骄
傲！ ”……“快闪”活动结束后，大家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纷
纷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对祖国深厚的感情。

长沙千人“快闪” 唱响《歌唱祖国》

“女书之乡”群众“快闪”庆“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