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周双 2019年5月24日 星期五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曾晓蓉 靳志国）5月20日， 位于湘
潭高新区的湖南千智机器人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千智机器人”）内，生产人
员正紧张忙碌着。 这是一家专注于特种机
器人、 服务机器人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
业,落户湘潭高新区不到4年，公司已研发
出10多种适用于不同行业的特种机器人，
部分产品性能已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
平，今年产值有望突破5000万元。

湘潭高新区虽为国家级高新区， 但长

期以来面临着缺乏高端人才和项目的窘
况。为突破这一瓶颈，2015年，湘潭高新区
在全省率先建起院士创新产业园， 希望以
此带动创新要素有效聚集。

为充分发挥这一平台的作用， 湘潭高
新区构建了“没有围墙的产业园”。规划上，
采用“1+N”布局，其中，“1”为院士创新产
业园核心区，“N” 为湖南省新能源特色产
业园、湘潭机器人产业园、湘潭大学生创新
创业产业园等园中园。目前，院士创新产业
园已引进欧阳晓平等5位两院院士设立院

士工作站，聚集了近50名长江学者、行业领
军人才等。

随高端人才聚集而来的是大批高科
技项目， 千智机器人就是由欧阳晓平院
士牵线搭桥，成功在院士创新产业园“安
家”的项目。千智机器人总经理张武是西
安人，曾在家乡创业多年。他说，携团队
转战湘潭， 与湘潭高新区院士创新产业
园这一重要的“双创”平台密不可分。此
外， 院士创新产业园内还有量子聚能供
氧材料、 多肽药物研发中心、 单克隆抗

体、超纯高阻硅X光探测器等高精尖项目。
目前，该产业园已引进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12个。

在院士创新产业园支撑下， 湘潭高新
区“双创”活力不断迸发。2018年申请专利
1436项， 工商注册企业数量比上年增长
91.65%，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7%。前不久，该区因在推动“双创”政策
落地、扶持“双创”支撑平台、构建“双创”发
展生态等方面大胆探索，成效明显，被国务
院办公厅点名表扬。

�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
讯员 廖文 肖琴）5月16日， 记者来到沅江
市四季红镇阳雀洪村， 见村级公路平坦洁
净，两旁景观树整齐排列，居民住房多是新
楼房。据介绍,阳雀洪村原是省级贫困村，
村党支部曾被列为沅江市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进行整顿。如今，该村新建了制衣厂、
包装厂、冷冻库等3家村集体企业，去年全
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加1000元，村容村
貌也焕然一新。

阳雀洪村的变化得益于沅江市开展

“党建+”活动。近年来，该市积极发挥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作用，以“党建+”加快脱贫攻
坚步伐，促进乡村振兴。市里精准摸排出28
个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 其中19个为贫
困村。对这些村，由市级领导联点，并从市
直部门单位选派优秀科级干部担任村党组
织第一书记，开展整顿帮扶。去年，市里还
对29个贫困村的58名党员致富带头人进行
了技能培训， 辐射带动贫困户2307户。迄
今，该市已有23个贫困村脱贫摘帽，去年这
些村集体收入均超过5万元。

同时，沅江市以“党建+”为抓手，推进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该市将农村环境整治
列为主题党日活动内容，组织19885名农村
党员加入党员义工队。同时,采取在职党员
进社区、农村无职党员设岗定责的办法，带
动入党积极分子及广大群众投身人居环境
整治，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该
市已有4个村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

沅江市还以“党建+”培训提升党员干部
素质，夯实乡村发展人才基础。市委组织部
门将428名年轻人纳入农村、社区及“两新”

组织后备干部库，进行跟踪培养，并对全市
1426个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专干、32名第
一书记进行了专题培训。同时，全市创建乡
村振兴示范讲习所24个，开展农村致富技能
讲习等活动，并大力实施“农民大学生培养
计划”工作，先后培养农民大学生400余人。

岳阳就业扶贫有了“新样本”———

足不出村
就地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蒋辰 何可

就业扶贫作为落实国家“就业优先”政策的重
中之重，各地都在探索。岳阳市通过打造扶贫基地、

“扶贫车间”等多元化就业扶贫载体，帮助贫困劳动
力就近就地就业，为就业扶贫提供了“新样本”。5月
中下旬，记者从岳阳全市就业扶贫工作现场推进会
上了解到，该市已创办27个“扶贫车间”，建成86个

“扶贫基地”，吸纳1254名贫困劳动力就业，多项指
标居全省前列。

“扶贫车间”助“造血式”脱贫
5月20日一早， 平江县南江镇返乡务工村民

李曙林像往常一样，走进家门口的天岳友利箱包
厂“扶贫车间”，与工友们一起紧张有序地工作。
他告诉记者：“一天下来能制作五六百个书包面
板，每个月能拿到将近5000元工资，一家人生活
不用愁了。”

早些年，李曙林因家庭困难，一直在广东打工，
收入差强人意。近年他因重病回到家乡，并因病致
贫。就在他一筹莫展时，天岳友利箱包厂“扶贫车
间”开到村里，他成功找到了工作。

在平江县，类似的“扶贫车间”共有15个，分布
在全县13个乡镇。“今年全市将建成100个‘扶贫车
间’，其中平江县将增至30个。”岳阳市人社局副局
长刘志高称，居家式、厂房式“扶贫车间”助力“造血
式”脱贫，贫困户挣钱、持家两不误，就业一人可脱
贫一户，并实现真脱贫，力争不返贫。

“扶贫基地”帮“就地脱贫”
离平江100公里外的云溪区黄皋艾叶种植专

业合作社，100多名员工中就有38人是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超过用工总量的三分之一。“在乡村建立

‘扶贫基地’，解决了招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形成多
赢局面。”该合作社负责人彭程表示，作为市级扶贫
基地，合作社正在申请相关政策扶持，未来将扩大
经营规模，增设更多扶贫专岗。

近年来，岳阳市多渠道促进贫困劳动力就地就
近就业，大力推动“扶贫车间”、扶贫基地落地生根。
该市对吸纳超过5名贫困劳动力就业的“扶贫车
间”，予以场地、物流、就业创业补贴及金融扶持；

“扶贫基地”也可享受社保、岗位、培训和生活费补
贴等政策。

从今年起， 岳阳市人社部门每年将评选共计
30家市级“就业扶贫车间”和扶贫基地，对每家给
予5万元一次性“以奖代补”资金扶持。岳阳市劳动
就业服务局局长李鹏杰表示：“我们正在县城、市区
以及具备条件的乡镇认定100家扶贫基地， 设立
3000个以上扶贫专岗，让贫困劳动力‘足不出村、
就地脱贫’。”

农村劳务经纪人忙“脱贫”
两年前从上海回到家乡的刘秀， 如今从事的

是全新的职业———平江县三才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的劳务经纪人，也是当地贫困户熟悉的“贴心
人”。 刘秀很自豪：“我们累计向园区企业推荐用
工1123人，其中贫困劳动力187人，大多数能够稳
定就业。”

如今，岳阳已有312名农村劳务经纪人活跃在
巴陵大地，让市场化的手段和政策性的补贴“双管
齐下”，帮贫困户找工作。李鹏杰介绍：“农村劳务经
纪人队伍依托劳务公司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职
业中介和村级人社信息员、驻村扶贫队员、村干部
吸纳进来，从信息源头和人岗匹配上做文章，让供
求信息对称，解决企业招工难和贫困劳动力就业难

‘两难’。”
近两年来，岳阳市人社部门通过农村劳务经纪

人搭建就业扶贫新桥梁，采取就业指导、职业介绍、
人岗匹配、劳务输出、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多种就业
扶贫措施，已转移就业6.57万人，平均工资达每月
2500余元， 每年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可增收20亿
元以上。

更可喜的是，截至目前，岳阳市有就业意愿但
尚未就业的贫困劳动力仅剩下580人，就业扶贫工
作走在全省前列。

望城区项目建设
行政审批“大集中”

4个部门26项审批职能
全权授权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
员 黄果平）今天，长沙市望城区召开工程
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改革集中入驻动员会，
该区4个职能部门26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职能全权授权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实现行
政审批“大集中”、审批效率“大提速”。

按照改革方案， 该区成立了由常务副
区长任主任，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区发改
局、区资规局、区住建局、区园林中心主要
负责人和项目审批分管副职为成员的区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委员会。区发改局的“权限
内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等8项事项、
区资规局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等
3项事项、区住建局的“质安监注册备案”等
10项事项、区园林中心的“工程建设涉及城
市绿地、树木”等5项事项的审批职能全权
授权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由其独立审批并
盖公章。

同时，从上述4个部门抽调20余名精干
力量至行政审批服务局， 组成投资建设项
目审批科，集中办公，从根本上解决项目分
头管理、相互制约的弊端，增强工作统筹力
度，有效解决审批各环节协调不顺的问题。
此外，项目审批职能虽在行政审批服务局，
但事中、事后监管为各职能部门，实行严格
的审管分离，变一贯的“重批轻管”为“更加
注重事中事后监管”。

据了解， 该区还开发建设了区投资项
目全流程网上审批平台， 日前已投入试运
行，通过线上申报、线上受理、线上审批、线
上查询、线上反馈，真正实现单个项目审批
一次进窗、一库共享、一网审批、一号通办。
通过改革， 该区预计社会性投资建设项目
审批时间可压减至36个工作日以内。

�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郭生纪 刘勋惠 ）“安仁县委第五
轮巡察时，县教师进修学校是被巡察单位
之一，该校教职工反映他们的工会福利没
有按政策发放到位。”5月21日， 安仁县委
巡察办督查室主任刘家湘介绍， 经查，教
职工反映的问题属实，巡察组要求该校党
总支进行整改，目前该校工会福利已全部
按政策落实到位。

群众利益无小事， 巡察就是要解决
群众的实际问题。因此，每轮巡察，安仁

县委巡察办都会多途径开通信访举报渠
道，在县内主流媒体发布巡察公告、在人
口集中的地方张贴巡察公告、 开设巡察
邮政信箱、 在被巡察单位和巡察组食宿
地设置信访举报箱，基本做到家喻户晓。
去年12月， 安仁县委第五轮巡察该县人
社局党组时，70多岁的原县造纸厂老干
部张月林等2名同志向巡察组反映：“县
人社局机关养老保险站不作为。2017年
以来， 退休工资普调和补助一直没有落
实到位，县分管领导都作了批示，但机关

养老保险站就是不办理”。 巡察组及时
到县机关养老保险站进行调查核实并
督办，使退休工资普调和补助问题得到
了解决。

安仁县委巡察工作自2017年9月开
展以来， 已组织开展了5轮常规巡察和2
轮脱贫攻坚专项巡察， 共受理群众来信
来访来电670人次（件）。经调查核实和督
查督办，为普通干部职工、贫困户等群众
解决实际问题317件，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
失180多万元。

武陵源区：
斩断伸向扶贫“奶酪”的“黑手”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
员 刘觅）近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全面展
开扶贫领域腐败问题清查行动，要求各单位
认真开展自查自纠，收集本系统、本单位的
扶贫领域问题线索。5月20日,各单位向区纪
委监委案管部门移送了一批问题线索。

武陵源区纪委监委始终把专项治理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
重，严查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去年10月开
始，该区全面展开扶贫领域“一季一专题”
集中治理行动，重点聚焦“生态扶贫问题+
环境整治”“易地搬迁扶贫问题+危旧房改
造”“教育扶贫问题+医疗骗保”“社会保障
兜底问题+惠农补贴资金”4个领域违纪违
规问题查处。同时，充分运用“互联网+监
督”数据平台，加大问题线索的直查直办、
查处问责、资金退还及通报曝光力度。

集中治理行动开展以来， 武陵源区共
通报扶贫领域典型案例6期16人，立案查处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9件，收缴违规资
金25.99万元，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初显成效。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袁招军 楚峰

5月22日下午6时，沅江市蓼叶湖公园。
广场上， 突然出现几个身穿绿色T恤

的大妈， 每人手里举着一面鲜艳的小国
旗，T恤背后印着8个红字“远离毒品、阳光
生活”。

“‘禁毒妈妈’来了！”人群中，有人喊
道。在沅江市，“禁毒妈妈”是一个小有名
气的公益组织，其成员中有老师、医生、公
务员等，平均年龄约45岁，经常深入社区、
村组，通过表演，推广禁毒工作。

“绿色T恤”越来越多，从各个方向向
广场中央靠拢，众人面带微笑，彼此打着
招呼。“微信群里，有人发信息，说要来场
‘快闪’，上完课马上赶过来了。”何霞是沅
江市南竹山中学的老师， 也是参加这次
“快闪”活动的“禁毒妈妈”，她说“快闪”是
一种新型传播方式，对于宣传禁毒很有作
用，至今她已参加10余场。

广场上聚集的“绿色T恤” 已超100
人，慢慢形成队列。人群中，记者找到“禁
毒妈妈”发起者、今年64岁的陈建荣，她说，
她是一名警嫂，2005年加入“沅江警嫂艺术
团”，经常随团各处表演，在这过程中，她开

始关注禁毒， 曾长期跟踪关注11名吸毒人
员，但最后发现只有一人成功戒毒。

“沾上毒品就万劫不复了。” 陈建荣
说，禁毒工作中，预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环节，2011年，她发起成立“禁毒妈妈”，组
建了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队伍。 这些年，
“禁毒妈妈”联手团市委、市公安局、市禁
毒委、市文联、市妇联等部门，开展禁毒活
动100余次，走访吸毒者家庭200多户，拍
摄“抖音”“快闪”300余条。

广场上响起了禁毒公益歌曲《我想》
的乐曲声，“禁毒妈妈” 随着节奏起舞，旁
观的市民也纷纷跟着舞动。“通过‘快闪’
宣传禁毒，很接地气。”市民王向阳说。

表演完毕，“禁毒妈妈” 各自散开，广
场上没有留下一点垃圾。

以院士创新产业园带动创新要素有效聚集

湘潭高新区：“双创”激发产业活力

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

沅江市：“党建+”力促乡村振兴

安仁巡察解决群众反映问题310多件

�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刘佳宾 刘亚辉 ）“你们单位考勤
采取的是什么方式？请将今天早上的考勤
情况汇总表拿给我看看。”5月22日早上
8时05分， 由宁远县纪委监委特约监察员
组成的督查组来到县民政局，就上班到位
情况进行核查。

“上班时间怎么能吃早餐？这不仅违反
了作风建设相关规定， 更不方便群众前来
办事。”8时10分， 在县行政审批局办事大

厅， 特约监察员当场查获几名窗口工作人
员在吃早餐，随即向所在单位通报情况。

“大婶，您是来办理什么业务？来了几
趟了？工作人员帮您办了吗？”8时30分,特
约监察员来到文庙街道办事处，向前来办
事的群众询问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行为。

“监管单位的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吃拿
卡要行为？ 你们在办理各项审批手续时遇
到过哪些困难？”11时10分， 在裕宁电子有

限公司， 特约监察员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
谈，全面了解当前营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今年以来，宁远县启动“纪委请你来
监督”活动，从教师、医生、律师、社区工作
者、个体工商户等群体中聘请10名善察实
情、敢于监督的特约监察员，通过收集整
理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信息，对各单
位纪律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明查
暗访， 对纪检监察机关履职情况进行监
督， 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有
效构建立体式社会监督网络。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与对各部门单位的
监督，深感责任重大。”新加入特约监察员队
伍的德源小学教师李顺德说，“我希望发挥
自己的力量，推动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

宁远：聘请10名特约监察员
构建立体式社会监督网络

大妈玩“快闪”支持禁毒

5月23日，长沙市三一大道浏阳河大桥南侧浏阳河西岸，市民在金黄色的花海中赏花
游玩。这一段河滩上种满了金鸡菊，当前正值花季，成片金黄色小花悄然绽放，将河滩
装扮得分外美丽。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金鸡菊盛开河滩美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23日

第 2019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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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 1040 870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704 173 294792

6 0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5月23日 第2019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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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6138316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2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4 16216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42
75876

1380983
10926874

73
3249
54741
422217

3000
200
10
5

0605 09 16 1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