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 （通讯员
龚道沿 章剑波）“老孟， 追缴的脐橙
销售款拿到没有？”“所欠4.5万元， 一分
不差全部到手。”近日，临澧县纪委监委
派驻县公安局纪检监察组组长罗先清，
在回访刻木山乡岩龙村贫困户孟祥贵
时，得知对方被骗的血汗钱已追缴返还
后，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今年1月， 山东商贩董某坤以帮
该村官亭湖果业农民合作社的贫困
户和农户销售脐橙为名，将收到的22
万斤脐橙运往河北省，以低于成本价
卖给唐山市某水果批发市场。但在收

到货款后，他却一直未支付给该合作
社。合作社多次打电话、发短信向其
讨要货款，董某坤以“还未结账”等各
种理由推脱， 最后干脆偷换手机号
码，玩起失联。

“这些脐橙是从本地13户农民手
中收购的，共有50余万元。其中9户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最多的10.5万元，最
少的也有6000元，都是他们用心血和
汗水换来的，落不得半点空。”今年5
月，罗先清到该村了解扶贫政策落实
情况时， 听完合作社负责人的讲述，
当即指导对方马上报案。

接到报案后，刻木山派出所火速
开展侦查， 先后辗转天津、 山东、河
北、湖北等省市，奔波千里，调查取
证。7月25日，当犯罪嫌疑人董某坤出
现在石门县境内时，公安人员立即出
动，将其抓获，当场查获现金30万元。

9月26日， 在合作社厂区召开的
退赃会上，果农们拿着失而复得的血
汗钱，连声道谢。合作社负责人介绍，
为确保果农们的利益，合作社已垫付
了未追缴到位的货款，没给果农打一
分钱欠条。而公安部门也在继续追缴
剩余货款。

50余万元脐橙货款被骗

临澧公安千里追缴果农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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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王昆 李青春）“现在房子不渗水
了，厨房和卫生间用起来挺方便，住着很
舒心。”10月18日， 隆回县六都寨镇双荆
村贫困户谭某， 笑着对前来回访的镇纪
委书记罗志军说。

事情源于该县纪委监委今年组织开
展的扶贫领域信访大走访、大排查。罗志
军在双荆村走访时， 了解到谭某家竣工
不久的改造危房出现墙面渗水等质量问
题，而且有类似问题的不止谭某一家。隆
回县纪委监委对此高度重视， 立即成立

专案组展开调查。很快，该县农村危房改
造中存在的监管缺失、 履职不力等违纪
违法问题浮出水面。 该县住建局原局长
廖某因还有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被“双
开”并移送司法机关，住建局原党委委员
范某被立案调查。县纪委监委向县住建局
下发了纪律检查建议书，要求对危房改造
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专题整治。全县共排查
出安全隐患、功能不全、套取资金等10类
问题3741户，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

“把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
突出问题作为扶贫执纪工作的发力点，

下足‘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操心事、
烦心事。” 隆回县委书记王永红介绍，今
年以来， 隆回县在扶贫领域监督执纪工
作中突出“细”和“实”，采取“一周一点
评”“带着板凳进村”等方式，全面摸排群
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线索； 针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农村危房改造等问题开展专项整
治，惩治“蝇贪”和“微腐败”。截至9月
底，全县扶贫领域共立案195件，处分
109人，移送司法11人；追缴资金1125
万元，退还群众资金404.8万元。

该县充分利用“互联网+监督”平

台，将全县贫困人口基本情况、扶贫项目
建设、扶贫资金拨付、村级财务等信息公
开，实行动态管理、定期比对监督，确保扶
贫政策执行、扶贫资金使用不走样。该县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积
极开展“廉洁机关”“廉洁村居”等创建活
动，切实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隆回县 监督执纪下足“绣花功夫”
今年来全县扶贫领域立案195件，退还群众资金404.8万元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周静）记者10月
中旬获悉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近年来大
力推进“最多访一次”改革，实现无进
京越级上访、无大规模集体上访、无因
信访问题引发的极端恶性事件， 连续
两年荣获全省信访“三无”县（市、区）
称号，2018年信访“三无”乡镇（街道）
达标率100%。

屈原管理区由原国有农场改制而

成，信访问题点多面广。该区按照“属地
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构建“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
管”的责任体系。在落实各级各部门“一
把手”履行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分
管领导“一岗双责”要求的基础上，对重
要信访件逐一分析研判，逐案施策，限期
化解。对群众关心的焦点难点问题、历史
遗留问题、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类矛盾，研
究制定实施方案，将责任落实到末端、细

化到个人。2018年，该区有效办结各类信
访问题1090个。

该区全面践行“一线工作法”，实现
从“被动接访”向“主动下访”转变。在乡
镇、村设置脱贫攻坚来访窗口，开通信访
举报办理“绿色通道”，2017年以来全区
11件扶贫领域重点信访事项全部化解；
建立健全基层综治、调解、信访队伍和信
访接待场所，2018年以来共排查各类矛
盾隐患100多起。

屈原管理区将全区信访案件设定
任务清单，由区党政负责人、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信访部门、涉案单位定期办
结“销号”。依托所有村级组织、公安政
务中心等平台，配备信访信息员，配建
村级矛盾排査调处站， 配置网络平台
集中处理端， 及时收集、 办理群众诉
求。自2015年至今，全区共受理4000余
件信访事项，无一例延期办理、无一例
逾期未结。

屈原管理区 改革让群众“最多访一次”
信访“三无”乡镇（街道）达标率100%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刘武）财政
资金如何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日前从湖南湘江
新区财政局获悉， 湘江新区产业发展基金目前已由新区财
政累计出资9.98亿元，实际撬动投资规模67.44亿元，为新
区产业项目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

湖南湘江新区于2016年发起设立产业发展基金，总规
模300亿元。3年来，湘江新区产业发展基金运作亮点频现，
“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基金+基地”“母基金+子基金”“专
门的服务机构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等可圈可点。今年，湘江
新区不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 打造湘信融中小微企业融资
服务平台、湘江基金小镇全景大数据风控平台等，政务服务
超市将于10月底在湘江基金小镇开业。

据统计，截至9月30日，湘江新区财政累计对基金出资
9.98亿元，通过公开招募基金管理人，共设立基金16支，认
缴规模109.05亿元、实缴规模67.44亿元，撬动比例6.75倍；
基金累计投资项目179个，投资金额44.33亿元。

“如果说刚开始启动的产业发展基金是1.0版本，那么
现在我们要启动2.0版本。”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
中杰指出， 湘江新区产业基金的发展正从初级阶段迈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 其最终目的是做大本地产业， 做强实体经
济。下一步，新区将进一步提高产业支持政策精准度，形成
产业闭环与服务闭环，在整合资源上下功夫，通过结构补充
和调整做大基金，更好地发挥招商引资，助推产业升级、高
质量发展。

“吸金”6.75倍
湘江新区产业发展基金撬动

发展新动能

探索医学美容新发展模式
2000余名行业精英长沙开年会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欧阳倩 彭静）10
月18日至20日， 为期3天的中国整形美容协
会中西医医美年会在长沙举办。 来自国内外
的2000余名医疗美容专家，在16场分论坛中
开展了“头脑风暴”。

据了解， 中国目前已经跻身全球第三大
医疗美容市场,2014至2018年，中国医疗美容
行业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速高达23.6% ，
2018年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在行业井喷式
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虚假信息泛滥、药品市场
无序、行业自律缺乏等问题。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会长
丁芷林介绍，这次大会以“让中国更美”为主
题，主要讨论医美行业如何正规经营，通过严
管运营、创新技术、拉动投资，建立医学美容
新的发展模式。希望通过多边学术交流、跨界
资源对接，实现医美界可持续发展。

为了让更多医美人才学习到精湛的技术，
大会还设置了“现场直播环节”，将直播镜头带
到“全国中青年鼻大师大赛”前三甲获奖医师
的手术室， 网络观摩3场鼻整形手术及多场面
部微整形手术，以实现“关注技术发展，落地手
术示教”。

全省首个民企法援工作站
在株洲启动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记者 戴鹏）今天上午，全省首
个同心工程·民企法援工作站揭牌仪式在株洲市天元区举
行。 该工作站将为首批123家中小微民营企业提供法律援
助。 同时举行的还有该市中小微民营企业法律援助公益项
目启动大会。

同心工程·民企法援工作站，是由民进株洲市委、天元
区委统战部指导，民进天元区工委承建的社会公益机构，旨
在免费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服务。

该工作站通过招募来自高校师生、律师和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定期到企业询访和法
治体检，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组织法律知识宣讲和援助沙
龙，联系协调法律帮扶和化解矛盾纠纷，为园区中小微企业
的孵化成长助添法律服务。

此外，遇复杂典型案例的对口服务企业，还将由法律志
愿者核心团队研究专门方案进行系统解决， 对具有发展潜
力但又经济特别困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 民企法援工作站
将发起众筹帮助其进行维权。

长沙打响“特护期”
蓝天保卫战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 （记者 张颐佳）10月18日，2019
年长沙市蓝天保卫战三季度工作讲评暨“特护期”污染防治
工作动员会召开。会议全面吹响了省会临冬“特护期”保卫
蓝天的号角，并印发了《长沙市新设餐饮服务项目油烟污染
防控暂行办法》和《长沙市涂料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减
排工作方案》的通知。

截至10月17日， 长沙市空气质量今年优良天数累计
221天，1至9月，长沙市综合指数在全省市州排名较去年同
期前进3位。今年以来，长沙持续久旱、少雨、高温、静稳等不
利天气，长沙市从“八个狠抓”入手,即：狠抓臭氧污染管控、
狠抓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狠抓扬尘污染治理、狠抓机动车污
染治理、狠抓油气油品治理、狠抓面源污染治理、狠抓基础
能力建设、狠抓督查执法宣传教育，让空气质量治理取得一
定成效。

“特护期”有空气流动性降低，污染物排放增多的特点，
下一步长沙将继续围绕年初制定的目标，围绕专项治理、系
统治理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盯。长沙市
委副书记、市长、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书记胡忠雄说，全市
还将进一步充分发动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 提高群众的参
与度、知晓度，以久久为功的定力确保实现全年蓝天保卫战
各项任务指标。

攸县：
集中整治14项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攸纪）“国家政策太好了，不但给了我
家贫困补助，还让娃儿在家里就能上学。感谢
老师们对我家孙女的帮助……”10月18日，
攸县特殊教育学校刘新连老师去脑瘫患儿仪
仪家“送教上门”时，仪仪的奶奶连声道谢。

这是攸县纪委监委联合县教育局开展
“送教上门”， 破除特殊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就
学难最后一公里专项整治中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 攸县对贫困村义务教育阶段孩
子辍学、群众看病就医经济负担重等14项侵
害群众利益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腐败”问
题进行集中处理。建立了由县纪委监委牵头，
县教育局、公安局等30个职能单位具体负责
的机制。

据悉， 攸县纪委监委压实责任， 突出重
点，围绕扶贫领域，盯住脱贫对象普查识别、
扶贫项目申报审批、 扶贫物资兑付等关键环
节，严肃查处扶贫领域虚报冒领、截留私分、
挥霍浪费等问题；围绕保障民生，盯住公益事
业、公共项目议事决策等环节，严肃查处和纠
正超标准、 超范围向群众筹资筹劳、 摊派费
用， 违规收缴款物或处罚群众， 克扣群众财
务，拖欠群众钱款，教育、医疗乱收费等突出
问题；围绕“三资”管理，盯住村级民主议事决
策、村务公开制度落实，重点查处违纪问题；
围绕服务群众， 严肃处理在办理涉及群众事
务时推诿扯皮、优亲厚友、吃拿卡要，甚至欺
压群众等违纪行为。

攸县加大在专项整治中监督执纪力度，
严肃追责问责， 对于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发现
的侵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 一律从严从快处
理，坚持“一案双查”，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体现主题教育的含金量。

10月20日，参赛选手在高空扁带上角逐竞技。当天，2019年张家界黄石寨高空扁带国际对抗赛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黄石寨景区举行，来自中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0名选手，在海拔1092米高、跨度200多米长的峰林之巅展
开惊险对决。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勇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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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20日

第 20192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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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 1040 601120

组选三 657 346 227322
组选六 0 173 0

2 6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20日 第2019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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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11795408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8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898140
5 28662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14
58909

1156426
10609848

40
2130
39519
367624

3000
200
10
5

0312 31 32 3327

荨荨（上接1版）
“目前是烟花订货旺季，每天前

来洽谈业务的商家络绎不绝。” 银洋
烟花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其研发的
小型烟花主要消费群体为80后、90后
年轻人， 为了迎合他们的消费习惯，
公司通过抖音等短视频在社交媒体
推广，打造爆款网红产品，预计今年
小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将翻两番, 达到
6000万元。

烟花小镇展新颜
走进中国花炮文化博物馆大门，

花炮始祖李畋雕像便映入眼帘。作为
大瑶镇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中国花
炮文化博物馆馆内陈列的图片、手推
车以及明清时期的花炮印刷版等实
物近千件，展示了花炮自诞生以来漫
长而复杂、辉煌而壮丽的历程。开馆
19年来，共吸引了近60万人次前来参

观旅游，推动着大瑶花炮产业积极向
花炮文旅转型。

“浏阳生产的花炮代表全球顶级
水平，产量也占全球总量的60%,大瑶
镇则为全球花炮行业提供了70%以
上的花炮原辅材料。” 大瑶镇党委书
记周森源介绍，近年来 ,大瑶镇注重
党建引领花炮行业发展， 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出台“瑶八条”等政策，全
力实施焰火燃放振兴工程和小产品
振兴工程， 引导全镇花炮相关企业
向花炮生产、经营、原辅材料、包装
印刷、造纸、机械6个集团集聚，推动
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 向高端化攀
升。 集中规模化打造的花炮材料制
造产业园， 通过推广“烟花+互联
网”， 着力引进文化创意等产业进
驻，建成“烟花传奇”花炮文化创意
孵化基地， 逐步推动园区向花炮文
化产业园转型升级。

2016年，大瑶入选首批中国特色
小镇。该镇以“烟花小城镇”新定位优
化融合发展规划设计,以“产、城、人、
文”为主线，聘请北京城市科学规划
院编制特色小城镇规划，高标准打造
了中国花炮文化博物馆、花炮始祖李
畋庙、李畋广场、花炮文化步行街等
一批花炮特色景观，花炮文化主题公
园也启动规划建设。同时，建成了“一
横一纵两广场” 城市风貌塑造工程，
将花炮元素融入城市景观、 建筑外
墙、城市雕塑等城市基础设施，充分
彰显花炮古城底蕴和特色。

目前，该镇花炮产业相关企业达
400多家，2018年规模以上花炮及相
关企业总产值达105.8亿元， 直接就
业人数达6.7万人。依托花炮及相关产
业的带动，近5年来，大瑶镇的财税收
入从2亿元跃升至3.27亿元,预计今年
财税收入将达3.5亿元。2018年大瑶
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9554元， 人均纯
收入34352元, 老百姓过上了多姿多
彩、富裕和谐的幸福生活。

烟花小镇 惊艳世界

隆回县 监督执纪下足“绣花功夫”
今年来全县扶贫领域立案195件，退还群众资金404.8万元

屈原管理区 改革让群众“最多访一次”
信访“三无”乡镇（街道）达标率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