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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罗毅 刘
跃兵 通讯员 唐远辉 严洁 ）8月31日，
东安县白牙市镇苍子岭社区御江苑小
区红色文化长廊前，一些居民在阅读和
讨论。同时，党员志愿者在组织小区中
小学生学习书法，一些老年人聚在一起
唱歌……居民们介绍，通过建设“红色
小区”，小区环境变好了，文化生活丰富
了，邻里相处也越来越和谐了。

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 东安县一些
居民小区也出现了卫生治安差、 邻里关
系不好等问题，有的还演变成社会矛盾。
怎么办？ 东安县发挥在小区居住的共产

党员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建设“红色小
区”，推进小区和谐文明。

据了解，2017年以来， 东安县大力
开展“支部吹哨、党员报到”活动，组织机
关单位与居民小区结对共建“红色小
区”，要求机关与企事业单位、非公经济
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党员（含离退休党
员），到居住地小区党组织报到，实行“八
小时内工作在单位， 八小时外奉献在小
区”双重管理，鼓励广大党员亮出身份，
为建设和谐小区奉献力量。 据东安县委
组织部负责人彭俊卿介绍，目前，全区已
有1260名党员到小区报到，并实行党员

信息、 认领服务岗位、 服务承诺等公开上
墙。

党员发挥模范作用， 各小区发生翻天
覆地变化。 东安县城锦豪雍景园小区以前
邻里间“老死不相往来”，文化生活贫乏。居
住在小区的党员到小区报到后， 积极开展
志愿服务，并组织举办学党史、唱红歌等多
项活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居民之间增加
了往来，大家互帮互助，变得日益融洽。

在东安县各居民小区，广大党员带头，
四点半志愿服务小组、 邻里和志愿服务小
组、夕阳红志愿服务小组等相继建立，他们
照顾老人小孩，打扫小区环境卫生，开展各

种文化活动，还上门帮换煤气等，让居民们
感到很暖心。 徐福御江苑小区居民邓正爱
去年6月遭遇车祸，医疗费用不够，小区党
员发动群众捐款6万多元。党员们的行为也
感动了开发商，开发商投入14万元，为小区
党支部提供活动场所、添置相关设备，共同
推动和谐小区建设。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吴潇）9月1日一
大早，年近八旬的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三洲
村老党员易伯煌就忙活起来，把房前屋后
打扫干净。“我是村里老党员， 要带头示
范，带动大家把环境搞好。”易伯煌说。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年2月
以来，屈原管理区组织“五老一新”参加
基层志愿服务，并以此推进基层治理。在
他们带动下，全区已累计发动志愿者2万

余人次，开展志愿服务16.5万小时。
屈原管理区“五老一新”指老党员、

老干部、老教师、老战士、老模范和新乡
贤。近年来，该区提出“共建家园有我在、
志愿服务我先行”， 积极构建制度化、规
范化、常态化志愿服务工作体系。为有效
推进这项工作， 该区充分发挥“五老一
新”的示范作用，发动全区353名“五老
一新”人员以村为单位，根据各人情况，
参加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项目， 带头弘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带
动更多人投身志愿服务。

今年来， 屈原管理区全面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为此，各村以“五老一新”人员
为主成立人居环境整治理事会， 由他们带
领村级后备干部、 预备党员及年轻骨干力
量，共组建了32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
队，“一对一”或“一对多”上户劝导村民，重
点转化一些村民落后的环保观念， 检查督
促村民做好门前“三包”。“五老一新”人员

还组织中小学生开展“放学10分钟”学雷
锋活动，清扫村主干道、“微公园”、休闲广
场等公共区域，并结对帮扶空巢老人、残疾
人等，帮助他们打扫门前屋后卫生。

同时，屈原管理区组织“五老一新”人
员积极投身“治陋习、树新风”专项行动，力
倡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 参与村规民约制
定，推进村民自治；助力脱贫攻坚，共结对
帮扶贫困户850多户， 已为贫困户解决困
难1100余个。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陈峰

处暑已过，秋意渐浓，农作物渐次染上
丰收的色彩。8月31日， 在娄底市娄星区蛇
形山镇秋湖村举行的首届辣酱文化节上，
呈现出象征着丰收与美味的“辣酱红”。

辣酱“辛、香、甜、辣”，慕名而来的游
客把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赏美
景、 品辣酱， 手中食具挑起的是诱惑美
食，收获的是满意笑容。游客邓战胜对记
者说：“从涟源开车两个多小时过来品
尝，辣酱味道很好，不虚此行。”

游客多了，商机无限。现场的销售摊
位上，辣酱是主角，但白辣椒、土鸡蛋、油
豆腐等优质农产品， 同样引得游客掏出
手机、扫码付款；穿梭于各摊位间的网络
直播员，凭着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把家乡
的土特产推广到全国。 参展的湖南源容
开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肖源
说：“借着辣酱节的平台， 一上午便卖出
了一万多元的辣酱产品。”

比起辣酱， 更红火的是秋湖村村民
的新生活。

过去的秋湖村煤矿多， 但煤炭产业
榨取的是未来生机： 地表下沉、 环境污

染、田地荒废，村民的钱包鼓了，美好生活
却迟迟不来。2012年， 秋湖村的煤矿相继
关停，“绿色”代替“黑色”，种植、养殖、农产
品深加工的一条龙产业链成为村里新的
“致富”选项。

辣酱产业是其中之一。“村里流转300
亩土地用于辣椒种植， 成立专门合作社和
食品有限公司，负责辣酱生产和销售，年产
值达200余万元。”秋湖村党支部书记胡少
敏介绍，“全村所有贫困户入股分红， 今年
每户有望增收5000多元。”

辣酱映红新生活，秋湖换上新模样。如
今的秋湖村，辣椒、油菜、油葵等“绿色”经
济蓬勃发展，辣酱更成为村子的“红色”名
片。污染不见了，环境变美了，村民秦微源
说道：“对于美好生活，大家充满希望。”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见习记者 张咪 通讯员 李景
兰 彭雪飞）今天上午，湖南工业大学醴陵陶瓷学院在醴
陵开学。 该学院是由湖南工业大学与醴陵市政府按照联
合办学模式， 在湖南轻工高级技工学校现有办学基础上
共同组建的，是一所专门培养陶瓷专业人才的高等院校，
也是醴陵市第一所本科院校。

该学院系湖南工业大学二级学院， 位于醴陵市长庆
示范区。学院于2016年8月开工建设，是一所现代化、智
能化、园林式、生态型及陶瓷文化气息浓郁的新型学院。

醴陵是全国3大“瓷都”之一，是世界釉下五彩瓷原产
地。醴陵陶瓷学院将立足当地产业特色，开设陶瓷艺术与设
计、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陶瓷方向）两个本科专业，陶瓷设
计与工艺、材料工程技术（陶瓷方向）两个专科专业。计划5
年内再增设一个本科专业、一个专科专业及两个硕士点。

支部吹哨 党员报到

湖南日报9月3日讯（金慧）9月1日起，长沙新设水电
气报装综合窗口，实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并联审批”，
以提高办理效率、提升服务质量。

据了解，为解决供电、供水、供气方面存在的审批流
程冗长、办事成本较高、各区标准不一等问题，长沙市从
9月1日起，在各区(县、市）、园区政务服务大厅设立水电
气报装综合窗口，办理水、电、气报装和外线工程行政审
批业务，并负责解答相关咨询。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全面梳理水电气审批
涉及的单位、事项和流程，形成全市统一的表单、流程和
办事指南，进一步优化报装流程。同时，长沙供水有限公
司、国网长沙供电公司、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将在各区
（县、市）设立服务专员，将供水、供气报装办理时限压减
至15个工作日，低压、高压单电源、高压双电源用电报装
业务分别在16、35、50个工作日内办结。

长沙新设水电气报装综合窗口
供水、 供气报装办理时限将

压减至15个工作日

立足产业特色培育专业人才
醴陵陶瓷学院开学

秋湖村点燃“辣酱红”

9月2日，古丈县罗依溪九年制学校，工作人员在指导学生涂鸦。当天，古丈县税务局为该校学生送上了一堂生动的开学第
一课———“税收都去哪儿了”，通过PPT演示、抢答赛、漫画涂鸦等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税收知识。 邵华 摄

﹃
税
收
都
去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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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通讯员 杨卫星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邹娜妮

金色的稻浪在阳光照射下熠熠
生辉， 凉爽的秋风吹来阵阵果香。9
月2日，涟源市桥头河镇新培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梁鹰走在田埂上， 一股
丰收的喜悦涌上心头。

2017年4月， 新培村“两委”换
届，新一届村干部还处在磨合期，工
作进度有点“赶不上趟”。“不能辜负
村民的期望。”面对压力，梁鹰组织
全村党员集中学习， 并设立党员积
分考核，把责任分工明确到人。对党
员组长进行定期培训， 让各党员组
长包片包组负责管理； 将所有扶贫
政策印制成册，分发到户。

为发展产业， 梁鹰动员退役老
兵李红日带领3名致富带头人，在村
里牵头成立新欣农业合作社， 并流
转27名贫困群众的土地， 用来开鱼
塘、种黄桃、养鸡鸭、种有机蔬菜，当
年盈利20多万元， 贫困户分红全部
兑现。

去年， 梁鹰带领村干部和致富
能手， 先后到新化油溪桥、 邵东廉
桥、娄底经开区等地学习取经，引导
全村开办了4个专业合作社。 其中，
占地500亩的尚高岭种养专业合作
社与村里88户贫困户建立了利益联
结关系， 正朝着特色化种养游综合
方向发展。

通过多方努力， 新培村贫困户
从243户减少至100户。 梁鹰对此并
不满意，他说：“脱贫致富任重道远，
还需继续努力！”

许多村民不知道，他们的“第一
书记”梁鹰长期坚守脱贫第一线，到
新培村是第4次驻村担任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梁鹰曾作为优秀青年干
部，先后被派至湄江镇马方溪村、楠
竹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2015
年， 又被选派为驻桥头河镇钟山村
扶贫队队长， 并兼任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梁鹰：

坚守脱贫第一线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9月 03日

第 2019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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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 1040 11720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46 173 267458

1 8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9月3日 第2019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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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754909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0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4 26887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97
50497

1005488
6541588

28
1647
37372
243362

3000
200
10
5

1212 21 27 2914

东安县建“红色小区”促邻里和谐

“五老一新”成志愿服务主力屈原区
已发动志愿者2万余人次，开展志愿服务16.5万小时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胡雨清）
8月30日， 湘潭县易俗河镇晓木塘社区表彰20多名优秀
小志愿者，其中年龄最小的才5岁。他们在父母的陪同下，
利用暑假时间，担任湘潭县创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的“监
督员”和“宣传员”。

“粗略统计，这个暑期有2000多名中小学生，参加了
社区组织的‘小手牵大手’ 创文志愿者活动， 同时带动
2000多个家庭参与进来。”易俗河镇文化站站长曾麒说。
“小朋友去劝导，既亲切又认真，让许多居民对创文的认
同感更强。”晓木塘社区主任吴湘宇告诉记者。

这个暑假，湘潭县开展“大手牵小手、文明一起走”
“我是环保小卫士”“微心愿小天使”“我是文明小志愿者”
等系列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此外，开展的“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缅怀革命先辈 弘扬彭总精神”系列祭扫活动和
“读书交流会”“优秀读书笔记展”“红领巾小书虫”等系列
读书日活动,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引领了文明风尚。

2000多名中小学生
引领文明风尚

“小手牵大手”创文影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