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0 120 3456 7856

! !"#$%&'()*+,-
!"#$%&'&()*+,-!"$.&'&()*+,-/
0123456)*+,789:-;<-8=>7?@

"#$%%#%%%&%% "'%#$()&*)

" !"#./&'01*+,- !"#./&'21*+,-!345!678 +#+$$#("$&)" '%,#-",&(*

# # # #AB!"#CDEF)*+,GHIJCDEF
)*+,KLMNOPQRST!"#CDEF)*+
,UVW+XYZ[\]^_`Vab_c)MdN
O`]^ef7abef7gNhi7j^hikVlm
nhiopMqrO.stuPQvHIJCDEF)
*+,w !"#CDEF)*+,x+Xyz{]^
_-ab_|`]^_-ab_}{~�}������
�-��-�����������d�C����M
mn�Nd��Y�d�w

HIJCDEF)*+,����NOM�Q�T
 +X¡¢+XYZ£[\¤¥¦§*¨N©_�ab
_`VY��©_�Vlmnª�_T«+X¬®¯
°±HIJCDEF)*+,²³dNOef`ab

ef´µMj¶·¸¹©�mºMab»¼½¾]^
_�ab_}{~�}���������������
�������d�C���¿s Àmn�Nd��Y
�d�Á�²³¹©��aY�»¼Âw

xÃ+X
9:;<=>?@A!B
CDEF! ÄÅJÆÇÈÉ"ÊË $ ÌÍÎÏÐ

%"% Ñ
CD0!Ò Ó GH!&%$!'()!*+(,&

- # # # IJK<=>?@A!B
CDEF!HIJÏÔÈÊ!Ë $)!ÌÕÖ×³Ø

ÙÚ
CD0!? Û GH!&%$*.)"%*%""

! ! "# "#$%&'()*+,-./01234
567896:;<=>?@ABCD&EFGHIJKL
MNOP8'QRSTUV>WXYZ [\]J?̂ _`
aEXbIcJOP8dQefghijkSTUV>W
XY@lmnZ

o%&'(Mp'QOP8RghqrstuvZ
w89Ixy $%&'( z{IF #)& |}t~���efm
�gh���xy &*#+,% z{#F $&! |��efm�
gh���xy &$'% z{IF $* |�tefm����
�Z ����'Qefgh���vI - � ( �'Qe
f��ghqr��� .--/Z

��I�umn'QOP8R�ijbvZ �Oy�
� 'Q¡8efJ¢£¤-¥�I¦§'Q¡8ef¨
©@¡8efKªy�«�¬rij ®¯'Q�°±
²³'QR´µ��¶¤I ·¸¹º»¼½'Q�°k
²³'QR´µ "--/¾¿À� ��Á'QRÂMÃ[
ÄÅ�ÆÇ°@AÈKÉÊË.»¼ÌÅ¹ÍIF'Q�
°ÎMÃ[ÄÆÇ°ÉÊ~ ÄÏ�ÐÑÒÉÊm�¸.
ÓÔ±ÕÖm�×�I ¦§ØK|ÙÚÉ°Û'QÜÝ
Õ Þß�à'QR/Ðáâãäåæç��âèIF
"-! |éêëì³í½�îij'Qefm�À�Z

ïðIJKLñò'QOP8Róô°õZ 0 ! .-
"I o%&'(ö÷øùú�u��ghCûpüIý
þÿ!efgh��Ï"~&#$'QRghÏ"Å $-
%|ghi&~�tefÂMZ '()*+efÂMø
ùú@,�u��ghCûpüI-.Å/ $ 0~1Å
/ . 0Z !!"# $%&" #'()*#

!"#$%&'()*+,-.

!"#$%&'()*+,-./"0$12345
6789:;<=>?@AB ! 567=>CDAB
EFGHIJKLM;NOPQR/OPSTU0$56
7%&NVWX;Y/Z[\] ""#$%$$ ^_/`ab
;cd efghi3jkOPZPl*mn&&&%
'())(*+,-.*/*,+01,2*J oU0$;p[qrsmn-3345
66++7892-/*+):%+01%2*Jd

!"#$%&'()*+,-.-/0123
!"#$ 4 $ 5 ## 6

!"#$%&'()*

!"#$%&'()%*+,-./012345
6789:); <6=>?@ABCD24EFE2GH
IJKL3MN; OPQRD2STUVIJEW2X
YRZ[\]^-./_`a]b%cdef*+,\gh
]^_]b3MiRjklmJD23UVnoRpqr
kstuEvwE5x9y3-./z{|

}G~IJ�L3Mi�%D24�FE2�d�
J�UVno !" �E# �E! �� ��RD2�k���
�IJa���}��]bRN�<�2����� �
�RD2������3 ¡%¢£�2¤¥�¦§¨
©IJ% ª«�¬ !" �4®¯�R ° $$ �IJ¯
¥� �±R²¤¥�+³´µ345�¶·�¸¹º¦¬
3 %& »¼½IJ¥R¾¿7ÀÁ�7�Â�7°ÃWÄ
1UVno|

N8ÅÆÇ�È¸1?�ÉÊËÌ��ÈÍ1ÎÏ
Ð¾Ñ?D2Ò¹Ó !" »Ô4¶·ÕÖ×2Øk�4?
�³ÙÚÛÜÝÞ�EßàEá¡âEßãäåÛæç
èRNCéê*ëìEIJÏÐå½ÐíM��Å°Ñ
3îïRð¬��ñò�óô !&&';!!"#"#$%&'#

!"#$%&'()*+

10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刘也 2019年9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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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讯（记者 王文）国
庆节临近，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丰泉古井
社区的苏家巷主街改造工程进入扫尾阶
段。据介绍,今年长沙市将对50个老旧小
区进行提质改造， 丰泉古井社区被纳入
改造范围。

麻石、青砖、青瓦、飞檐……走进苏家
巷，一股浓郁的明清风扑面而来。今年5
月，社区启动老旧社区改造二期工程，对
苏家巷两厢区域以及苏家巷以南约89亩
区域实施改造，苏家巷迎来巨变。主街铺设
了麻石，两厢立面贴上青砖，部分区域还加

装了青瓦、飞檐和木制阁楼。改造过程中，
综合管线下地，老旧房屋更新、充电桩等便
民设施纳入规划， 区域内400平方米违章
建筑被拆除，将改造成公共绿地。丰泉古井
社区改造分三期实施， 涉及居民1900余
户，一期改造已完成，预计二期将于今年
年底完工， 三期将于明年年底完工。届
时，整个社区将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近年来，长沙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
老旧小区改造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特
别是长沙市实施社区全面提质提档三年
行动计划以来， 市区两级财政合计投入

近30亿元，对全市150个老旧小区进行提
质改造，极大改善了老旧小区人居环境。
今年1月22日，长沙市在全国率先设立人
居环境局， 将老城区有机更新、“一圈两
场三道”建设、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
老旧小区改造、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8项
职能统筹纳入，全力优化人居环境。2019
年，全市提质改造老旧小区50个，截至
目前已有15个小区基本完成改造。

长沙市人居环境局负责人表示，
将广泛听取民意， 实现老旧小区改造
由“为居民端菜”向“由居民点菜”转

变。将制定《长沙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技
术导则》，全方位细化改造技术要求和样
板，确保一把尺子量到底；借助“互联网+”平
台，对老旧小区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进
一步探索“商业捆绑开发改造”“旧区改
造+物业管理”等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
与老旧小区改造。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容利民 蒋岳峰 ）吃过早饭，送
走孩子， 邵东县堡面前乡新发村村民
严娜药每天准时赶到村里扶贫车间上
班。 她的父母年事已高， 两个小孩上
学，过去靠丈夫务工维持生计，自己想
外出打工却走不开。“现在好了， 村里
办起了扶贫车间 ， 在这里每月能挣
2000多元，还不耽误照顾家庭。”严娜
药说。“小车间”助力“大扶贫”，该村建

立的扶贫车间已吸纳22名困难村民就
业，每月发放工资4万余元，极大改善
了困难群众的生活。

邵东县民营经济活跃， 劳动密集型
企业多，小加工作坊多，用工需求大。今
年来，邵东县出台《关于加快就业扶贫车
间建设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实施
方案》，加快扶贫车间建设，对符合条件
的扶贫车间，落实场地、加工设备、培训
和就业创业等补贴。同时,充分调动各乡

镇、村的积极性，积极联系和动员本村在
外经商办厂的成功人士， 采取建设新厂
房、租用民房、送货上门居家式手工制作
等多种方式， 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扶贫车
间。目前，该县已建成就业扶贫车间104
个，实现26个乡镇（场、街道）全覆盖，开
发各类就业岗位1760个， 吸纳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693人。

各乡镇全力推进“扶贫车间”建设
的同时，在建设模式上因地制宜，各具

特色。堡面前乡实现一村一就业扶贫车
间；团山镇崇山铺村推行“村集体+贫困
户+致富带头人+互联网”的模式；斫曹
乡推行“企业+扶贫车间+村集体+贫困
户”的模式，引进湖南省隆源集团凯特
伦皮具有限公司，推进“1+X”扶贫车间
项目，共吸纳贫困户就业200余人，项目
所在村的兜底贫困户每人每年不少于
500元分红， 全面拓宽困难群众的增收
门路。

“小车间”助力“大扶贫”
实现26个乡镇（场、街道）全覆盖

50个老旧社区提质升级
已有15个小区基本完成改造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雨航）9月12日，冷水滩区纪委
监委干部唐前来到该区黄阳司镇， 回访
他包案处理的信访积案。2017年，黄阳司
镇原某村干部罗某、盛某等侵占扶贫项目
资金被查处，涉案资金全部追回，并被处

以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一年。但部分村民
以处理不公持续信访。唐前等认真查阅案
件卷宗， 回访当事人，10多次向信访人解
释法律法规，成功化解这一积案。

尽管基层信访积案形成原因错综复
杂，时间跨度大，处理困难，但今年以来，

该区纪委监委主动回应群众呼声，逐一梳
理2016年以来信访积案，落实“包调查、
包处理、包督办、包息访息诉、包稳定”责
任制，集中攻克“硬骨头”。该区岚角山街
道群众对某社区主任杨某的问题信访长
达3年，因为关键证人失联，一直没得到处
理。今年，该区纪委监委集中力量办案，找
到了关键证人，对杨某等立案查处。

到目前， 该区纪委监委成功化解
2016年以来上级交办的19件、本级79件
信访积案，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特殊的中秋节“礼物”
湘潭市党员干部捧读主题教育

党史微故事书籍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肖畅）9月

11日刚一下班， 湘潭经开区和平街道吉利社区党总支书记
颜秀芝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一本党史微故事书读了起来，“书
中52个故事个个彰显初心，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有营养的中
秋节礼物！”

为了充分用好湘潭这片红色热土丰富的党史资源，
创新党史、新中国史学习方式，全面彰显党史资政育人
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
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湘潭市在今年7月启动《不能忘
却的足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微故
事》的编写工作。

9月9日，在湘潭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全面启动之际，该书顺利出版。首批印制的12000册已陆续
分发到各县（市）区和基层党组织，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学习
革命先辈的感人事迹、光荣传统、优良作风。

《不能忘却的足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史微故事》一书共选取50位湘潭籍革命英烈的52则典型
事迹。其中，有伟大领袖毛泽东“舍小家为大家”“茅坪写春
联”、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用生命守护信仰”的事迹，有著名
工人运动领袖罗亦农“共产党人的孝心”、多次负伤截肢的

“独臂将军”彭绍辉的故事等。52个微故事，生动再现了革命
先辈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不怕牺牲、不懈奋斗的感人事迹，充分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初
心使命。

让沉睡千年的
湘西珍宝“复活”

“大湘西记忆”博览馆
落户武陵源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吴勇兵）9月11日， 集历史文物
馆藏、数字艺术情景展演、民俗文化展
示、 游人参与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大
湘西记忆”博览馆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开馆迎宾。该馆以大湘西历史文化为线
索，打破常规文藏静展模式，首创数字艺
术情景展演新形式，用炫目的舞台将珍
贵的藏品展现在观众面前，让沉睡千年
的湘西民间珍宝“复活”。

运用国内尖端科技打造的“大湘西记
忆”博览馆，由主动仰视4D立体体验神堂
湾之战、360度旋转机械VR轨道车探险
湘西古墓、真实还原土司王朝恢弘的祭祀
现场等仿真场景组成，呈现了湘西不同时
代的历史面貌，给观众带来非凡的科技与
文化交互演绎体验。同时，通过数字影像
与艺术造景营造出奇妙多维空间，搭建丰
富的故事场景，土家婚礼、祭祀典礼等剧
情，生动演绎湘西独特的民俗文化、巫楚
文化、祭祀文化、战争文化。

据了解，“大湘西记忆”博览馆2016
年开始建设，总投入约1.5亿元，共有悬
浮仙境、民间宝藏、神奇纬度、传承之路
等10大展览和体验部分。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陆意)衡阳市蒸湘区首
个“书香支部”近日在该区红湘街道
机关党支部党员活动室成立。 红湘
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峥嵘表示，“书香
支部”将组织开展“好书推荐”“感言
征集”“读书沙龙”等特色活动，帮助
党员增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

群众的意识与能力。
建设“书香支部”，是蒸湘区进一

步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举措之
一。今年6月以来，该区开展“做悦读
党员、建书香支部”系列活动，采取专
题学习、经典共读、读书培训和读书
分享等形式， 引导党员加强政治理
论、业务知识等方面学习。红湘街道

机关党支部是这次系列活动中成立
的首个“书香支部”。

为确保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进
一步推进， 目前蒸湘区已投入24
万元，为全区288个党支部赠送书
籍6400余册。同时，在党员干部中
大力倡导“8+1”“5+1”读书法，即8
小时以外坚持读书 1小时，5个工
作日以外安排 1个半天带动家人
一起读书学习 ，营造浓郁“书香 ”
氛围。

蒸湘区建设“书香支部”

冷水滩区纪委监委———

回应群众呼声 化解信访积案

迎中秋
送温暖
9月11日， 长沙

市天心区坡子街社
区，工作人员将月饼
送到环卫工人手中。
当天，该社区党总支
联合辖区内的爱心
企业开展“温暖送环
卫 廉洁过中秋”党
日活动， 为236名环
卫工人送上了节日的
慰问。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曾灿波
摄影报道

长沙市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9月 12日

第 2019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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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1040 494000

组选三 546 346 188916
组选六 0 173 0

2 2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9月12日 第2019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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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56645293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5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2 47564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48
47755

1008211
6988194

15
2144
40397
255351

3000
200
10
5

0206 23 27 3208

邵东县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 (记者 杨丹 通讯员 马如刚） 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由长沙县田汉文化园主办的田
汉爱国诗词吟唱会,今天在长沙县田汉纪念园举行。 诗人、
艺术家近百人参加了吟唱会。

田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词作者，
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中国现代革命文艺的先驱者之
一， 也是成就卓著的剧作家和诗人， 中国话剧运动的重要奠
基人， 被党和人民誉为杰出的“时代歌手” 和“人民艺术
家”， 在国内外享有广泛声誉。

吟唱会在《国歌》 声中拉开帷幕， 著名诗人赵焱森、 熊
东遨、 李定坤、 言建忠等以吟唱田汉爱国诗词为主题， 深情
歌颂、 缅怀田汉同志的民族之义、 家国之情、 文艺之魂。 吟
唱会秉承“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的精神， 高吟浅唱， 自始
至终都洋溢着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和崇敬革命先辈的情怀，
是一次生动而多姿多彩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田汉爱国诗词吟唱会
在长沙县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