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李秉钧 唐浩
瑜）“我们现在接待广东、湖北、江西的游
客报名已有1000多人。”5月13日， 郴州
假期旅行社负责人介绍， 该市文旅广体
局和各大旅行社为“矿博会”量身制定的
“纯玩三天———走进矿晶之都” 旅游产
品，除安排半天让游客参观矿博会外，还
有以东江湖、莽山景区为主的旅游行程，
深受游客欢迎。

此外，今年矿博会期间，为进一步提
升郴州旅游景区的知名度、美誉度，该市

对参会的外地嘉宾凭其本人的身份证和
矿博会门票，到东江湖、飞天山、莽山、苏
仙岭、 万华岩等5个景区参观考察时，均
免景区第一门票， 预计将拉动旅游及其
相关的酒店、餐饮消费5亿元左右。

郴州是“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和国家级休闲城市、全国50大
氧吧城市等，旅游资源丰富。目前，该市
正全面构筑以“一山一湖一泉” 为核心
代表的“七山（莽山、五盖山、齐云山等）、

一岭（苏仙岭）、一带（西河风光带）、一湖
（东江湖）、一泉（九龙江热水温泉）、一丹
霞”发展格局，旅游开发商机无限。

矿博会永久落户郴州之后，该市大力
发展“矿博会+旅游”，提出打造“国际生态
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即以“广州-郴州-
长沙旅游走廊”拓展为突破口，以郴州市
东江湖、飞天山、长鹿、莽山、热水等为龙
头，带动郴州全域旅游发展。每年举办的
矿博会带来巨大人气效应，吸引了湖南长
鹿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飞天山文化旅游

产业园等一大批旅游精品项目落户郴州。旅
游产业项目建设也迎来“大爆发”,连续几年，
郴州市旅游项目招商引资金额及完成投资
额均居全省前列。仅今年一季度，该市接待
游客1826.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6.2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3.5%、19.0%。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欧阳倩）“市
场环境跟原来相比完全是两个样， 干净
整洁，买菜就跟逛超市一样。”近日，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的路桥微地农贸市场完成
提质改造正式开张。 市场外面各种车辆
停放有序， 小摊贩占道经营现象不复存
在， 垃圾分类处理不再有扑鼻臭味……
雨花区对农贸市场的提质改造， 让市民
平添“新感觉”。

去年以来，长沙着力实施“一圈两场
三道”行动计划，为市民打造“15分钟生

活圈”。农贸市场这个“菜篮子”是“生活
圈”建设的“两场”之一，直接关系着市民
能否买得放心、吃得安心。雨花区地处长
沙老城区， 近年来对农贸市场进行全面
提质改造，现代化标准的农贸市场，逐步
取代了菜泥满地、恶臭扑鼻的菜市场。

雨花区在农贸市场管理上奖惩分
明。 今年该区专门设置了农贸市场管理
基金，由属地街镇、第三方机构、市场监
督管理局等职能部门进行测评，90分以
上的农贸市场可奖励当月3000元的管

理基金。同时，对未履行市容环境卫生和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责任的市场管理
方，进行立案查处。截至4月18日，共立
案81起、结案75起、罚款共计1.84万元。

此外，雨花区每个季度组织街道、部
门负责人参与农贸市场的观摩和互评。
“我们市场开展了优秀商户流动红旗评
比，制造团结、竞争、合作的氛围。”“我们
提出‘摊位三包’要求，并定期在商户中
评选‘优质服务奖’给予奖励。”……在这
种考核机制下，街道管理力度不断倾斜，

在基础设施标准化、经营设施规范化、市场
管理制度化方面取得扎实成效。

管得怎么样，老百姓说了算。在市场日
常管理上，小到市场门店招牌的设计，大到
产品质量的监管， 雨花区均组织老百姓参
与评分。 对于老百姓口碑好的市场，2018
年，雨花区拿出80万元资金，对评选出的9
家“人民满意农贸市场”进行奖励。

据介绍，今年雨花区计划打造64个15
分钟生活圈， 继续铺排建设15家农贸市
场、10个社区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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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吴邦源 吴凡

“上月财务支出为什么会超出预算6435元？超出的钱
用到哪里去了？”“村里保洁员的聘用标准是怎样的？是不是
村干部指定的？”“光伏发电去年有没有收益？收益资金用在
哪里了？”

5月14日， 慈利县阳和土家族乡双坪村村部， 村支两
委、村务监督员、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等齐聚一堂，就本村
村务进行一月一次的例行监督。除了本村代表，乡里其他9
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也来到现场观
摩学习。

从惠民政策的落实、公益事业的推进，到村级财务的支
出、 光伏电站的运营……与会人员一一过问， 提出的问题
“辣”味十足。村支两委干部也本着不隐瞒、不推诿的态度，
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细致、耐心地一一予以解答，消除了与会
人员尤其是村民代表的疑惑与不满。

“心中的疙瘩解开了。”有村民当场表示，因为以前对村
级事务了解不完全， 所以对村干部产生了误解，“村务监督
月例会是一场温暖人心的阳光行动。”

“例会很成功，从通报到质疑到解惑，算的是一笔笔明
白账。”观摩结束后，渔浦村党支部书记廖光成说，把权力
“晒”在阳光下，不仅是强化了对党务、村务、财务的监督，更
重要的是跨越式地促进了村支两委干部主动履职和廉洁履
职，融洽了干群关系，增强了干群互信，“我们回去后认真总
结，把‘双坪经验’搬回村里。”

把知情权和监督权交给全体村民，变“为民做主”为“请
民做主”。在慈利县纪委监委推动下，村务监督月例会不仅
在阳和土家族乡开花结果，更是在全县各个村落全面上线，
让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得到有效保证，监督有力、决策民
主、开支明白的村级权力运行机制得到生动实践。

“规范‘微权’，管好‘微官’，严惩‘微腐’。”慈利县委常
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侯毅告诉记者，目前，全县427
个村（社区）全部建立村务监督制度，共推选出1200余名村
务监督员，专门针对村务进行“挑刺”，保障村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让监督重心从事后问责向事前预防转移，
实实在在地把权力“晒”在阳光下。

通讯员 张万中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老钟， 还是你这儿的饭菜吃得舒
服，我今天特意带朋友过来尝尝。”

“好嘞，您先坐，喝杯茶，菜马上就
来。”

近日，在汉寿县爱饭时尚餐厅，记者
见到钟文斌时，他正忙着招呼客人。这家
才开一年多的餐厅，生意红火，大堂里聚
集了十几桌客人。

厨房里， 钟文斌的爱人史小芹腰系
围裙， 小心翼翼地对刚出锅的一盘盘佳
肴，进行上桌前的收边、对码工作。从事
餐饮行业20多年，从路边小店到时尚餐
厅，从食材采购到端上餐桌，只要是后厨
的事，史小芹总是亲力亲为，严格把关。

好不容易等得有了空闲， 钟文斌和
记者说起了他的故事。1995年， 史小芹
从汉寿县服装厂下岗。 史小芹是个闲不
住的人， 她与当时在自来水厂工作的钟
文斌商量后， 在县城北门附近开了一家
叫“福临门”的饭店。起初，周边厂子工人
一下工，“福临门”就热闹起来。可惜好景
不长，随着一些厂子经营出现困难，饭店

客源大为减少。1996年， 因经营入不敷
出，史小芹无奈将饭店转手。

初次创业就遭遇挫折，史小芹倍感沮
丧。钟文斌看在眼里，心有不甘：“从哪里
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1997年，一家名为
“大众”的快餐店在汉寿县城火了起来，这
是史小芹、钟文斌办的第二家餐馆，专门
为忙生计、赶时间的客人提供快餐。生意
好时，来用餐的顾客排成了长龙。

在那个年代，南下成了一种热潮。钟
文斌决定赶个“时髦”，去寻求更大的商
机。2001年7月， 他和史小芹南下广州，
在天河区一处繁华地段租了个铺面，开
了一家湘菜馆。

“繁华地段开馆子，一定有赚头。”开
业之初，两口子干劲十足，每天天不亮，
钟文斌便骑着单车去菜市场采购食材，
史小芹则负责打扫卫生， 晚上几把椅子
一拼，住在餐馆里。

但生意并没有想像中的红火， 收支
相抵仅能维持。钟文斌记忆犹新的是，当
时有位老年顾客上门， 吃了两口就说菜
太辣也不鲜， 离席而去。 老人的无意之
举，让夫妻俩压抑许久的辛酸爆发出来，

史小芹躲进后厨哭成了泪人。
“现在想来，是因为没找准定位和方

向，说到底还是没抓住顾客的胃口。”2003
年，钟文斌夫妇回到汉寿，在县文化广场
旁开了家叫“美景轩”的餐馆，一心做精汉
寿风味，酒店经营很快步入正轨。

“都说开一年馆收3年账，我是深有
体会啊。”钟文斌说，当时公款消费成风，
每年盘点下来，虽说账面数据喜人，可少
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的签单， 让他
们根本支撑不下去。结果，两口子费尽心
思经营的“美景轩”，活脱脱被“白条”吃
垮了。

近年来，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出台，社
会风气大幅好转。钟文斌决定再次回归老
本行。在去长沙考察后，他发现爱饭时尚
餐厅因环境优美、物美价廉，很受消费者
欢迎。去年，钟文斌和妻子加盟“爱饭”，在
汉寿开办分店。夫妻俩一方面紧扣时尚元
素，另一方面深耕汉寿人的味蕾。

“现在是量贩式经营，虽然账面上不
好看， 但每一分钱都拿得实实在在。”钟
文斌感叹地说，社会风气好了，经营环境
好了，他们有信心在餐饮路上奋力前行。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邓永
松）记者今天从沅陵县茶叶办了解到，前不久，在第十一届
中国（北京）国际茶业及茶艺博览会上，沅陵县双溪茶业开
发有限公司选送的“碣滩银毫”获得第四届亚太茶茗大奖赛
金奖。

据了解， 亚太茶茗大奖赛是较具影响力的国际性茶叶
评比活动之一，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这届亚太茶茗大奖赛
共收到8个国家的412个茶样。

沅陵是名茶碣滩茶原产地。 近年来， 该县出台扶持政
策，大力发展茶叶产业，目前茶园面积超过15万亩，茶业年
产值超过13亿元，带动2万多人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保文）“县房产局测绘队邓某去
年12月受到政务处分、鲤鱼塘镇李某某去
年4月受到书面检查问责处理……经审
查， 共6名同志受到党纪政纪或者问责处
理，其他同志未发现违纪违规违法问题。”
近日，永兴县纪委监委就该县2018年度考
核拟评优人员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作出了廉政审查回复意见。

近年来， 永兴县纪委监委切实履行
监督责任， 制定出台廉洁审查实施办法，
严把廉政审查关，防止“带病提拔”“带病
评选”“带病受奖”等问题，促进政治生态
风清气正。 凡是涉及到党员干部提拔、交
流、任职、辞职、评先评优、公务员登记、职
务职级并行、党员发展对象等情况，必经
廉政审查。 当接到组织等部门的廉政征
求意见函后，由信访室、案管室、纪检监察
室和党风政风监督室逐一联审， 对被征
求对象的信访举报、 违纪线索以及受处
分等情况进行梳理汇总， 向组织提供真
实、全面的廉政情况鉴定，做到有“病”说
“病”、有“患”言“患”。对有“硬伤”的干部
亮“红灯”，防止“带病提拔”“带病评选”
“带病受奖”；对有反映、没结论的干部开
“绿灯”，防止错告误伤。

据悉，今年以来，该县廉政审查党员
干部1998名，否定9人次，有效防止“带病
提拔”“带病评选”“带病受奖”等问题。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见习记者 蒋
茜 通讯员 唐玉燕 胡勇军 )“这次住院
总共花了两万多元，层层报销以后，自己
只出了1000多元。”今天，永州市零陵区
邮亭圩镇杨家巷村， 贫困户乔善凤拿着
一沓厚厚的医疗报销单据，激动地说。

据悉，乔善凤全家4口人，两个孩子
还在上学，她本人常年患有脑梗、肺挫伤
等疾病，是一个典型的因病致贫家庭。去
年年末，乔善凤旧病复发住院，总共花去
27455.4元。“现在政策真好啊!真是没想

到，跑了一圈回来，那沓厚厚的医院发票
都给报销了，钱直接打到卡上。”乔善凤
表示，她对未来脱贫致富充满信心。

“绝不让一个贫困户‘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要为大家守住‘健康大门’。”区
扶贫办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零陵区高度
重视健康扶贫，通过“三提高、两补贴、一
减免、一兜底”的综合保障措施，大幅度
提高贫困户医保报销比例， 针对个人缴
费部分，财政给予不同比例的补贴。针对
健康扶贫资金类别多、 报销程序繁琐等

问题，该区设立33个“一站式”结算窗
口，明确补助流程，规范补助程序，贫困
户在窗口出示扶贫手册、身份证、城乡
居民医保卡后，即可享受“先诊疗后付
费”。该区还力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为贫困户建立健康档案，并定期为其提
供免费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全区贫困
人口签约人数达到4.47万人， 其中慢性
病签约4238人，贫困户慢性病签约率达
到100%。

“以前有了病，能忍就忍。现在治病
不仅有各种健康扶贫政策，还有签约医
生上门服务，真好!”零陵区梳子铺乡马
家塘村贫困户陈玉娇说。

“辣”味十足的“月例会”
———慈利县村务监督制度规范“微权”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辉）今
天，记者从永州市委组织部获悉，该市制定出台了“党建领
航助推民营企业发展”的9条措施，为民企发展提供支持与
保障。

这些措施包括：强化对民营企业家的正向激励，全面建
立各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同步指导党建工作制度； 将优秀
民营企业家纳入干部培训和人才培养计划； 积极构建多部
门联动服务平台，对企业诉求和问题建立台账，挂牌督办、
跟踪问效、逐项整改；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引才聚才，支持民
营企业走出去或参加全市各类招才引才活动； 择优选派党
建指导员，在指导党建工作等同时，为企业出谋划策、排忧
解难；加大党建工作投入，推动党政机关党组织与民营企业
党组织结对共建， 并将民营企业党员教育培训经费纳入各
级财政预算；优化园区党群服务中心服务，在省级以上园区
打造综合性党群活动服务中心，提供优质服务；推动党组织
和党员紧扣生产经营发挥作用，广泛设立党员示范岗、组建
党员突击队、创建党员先锋班组等；提高民营企业党组织覆
盖质量，推进“五化”支部建设，每年至少举办1期党员专场
招聘会，向民营企业推荐、输送党员职工；助推民营企业党
建抱团发展，构建民营企业组织共建、阵地共用、活动共办、
队伍共管、事务共商、优势互补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永州出台9条措施
助民企抓党建

沅陵碣滩茶获
亚太茶茗大奖赛金奖

项目接连落户 游客日益增多

郴州旅游借“矿博会”东风发力

建管结合 奖惩分明

雨花区百姓“菜篮子”拎得舒心

防止“带病”提拔、评选、受奖
永兴“廉政体检”
1998名干部

零陵区为贫困户守住“健康大门”

重拾旧行当 做出新“味道”
———汉寿钟文斌夫妇的创业故事

老百姓的故事

5月13日，环境综合整治后的桂东县寨前镇，沤江水碧河畅，生态环境优美，建筑规范漂亮，绘就了一幅和谐发展的美丽
乡村画卷。 邓仁湘 摄

山
城
小
镇
美
如
画

李永亮 唐艳丽

近日， 茶陵县秩堂镇龙江村村民谭
回娥从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手上， 领回
了6年前送出去的1.6万元“办事费”。她
感慨地说：“‘纪委喊你来领钱’活动搞得
好， 我活到63岁了， 头一回碰到这样的
事，打心底里服了！”

谭回娥说，2013年3月，她想把外孙
的户口上到村里， 于是找到村党总支委
员吴小松。 吴小松说， 把事情办好需要
1.6万元。当时，谭回娥以为，村干部懂政
策， 就按照吴小松的要求把钱打进了他
的账户。事后，孩子登记入户。

一晃6年过去。今年3月，吴小松因吸
毒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 茶陵县纪委监
委在调查中发现， 吴小松曾收取过谭回
娥的“办事费”，于是对这笔违纪资金进
行了追缴清退。

据了解，为了让群众享受到反腐成果，
今年来， 茶陵县纪委监委紧盯群众身边的
“蝇贪”“蚁贪”，加强对基层组织、基层干部
的监督。“不仅要严惩‘拔毛者’，还要将拔了
的‘毛’坚决退回去。”茶陵县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文广平介绍， 该县将追缴清退违纪资
金作为案件查处工作的重点，开展“纪委喊
你来领钱”活动，做到该收必收、应退尽退。

今年1至4月，茶陵县仅查处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就立案19件，结案18件，
查处35人，共追缴资金118.9万元。

茶陵县：

“纪委喊你来领钱”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14 日

第 2019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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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 1040 2642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920 173 505160

7 8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5月14日 第2019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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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3177734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6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3 36848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97
57238

1100504
11176109

43
2356
42775
423152

3000
200
10
5

1006 15 19 3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