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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曾佰龙

10月29日，彭嵩山见到了“老师”周金
林。听说“老师”推广的斜纹夜蛾“生物诱捕
法”取得成功，使湘莲亩产增产50公斤以
上，彭嵩山赞叹不已。

他也高兴地告诉“老师”：“你走后，接
任的科技特派员帮我们研发了湘莲专用有
机复合肥，明年可大规模投入使用。”两人
决定再次合作，一个为湘莲去害，一个为湘
莲育肥，共同推动湘莲增产。

2012年，科技特派员周金林走进彭嵩
山所在的企业， 帮助企业搞起了绿色有机
优质稻栽培。如今，基地已经发展到4000
多亩， 带动周边农户种植优质稻20万亩，
让一个原本生产单一有机肥料的企业，成
了集肥料生产、 优质稻种植与深加工为一
体的综合性农业企业。 两任科技特派员还
帮助该企业与湖南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
学建立起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周金
林完成使命后，又去了湘莲企业，继续做科
技特派员。

2007年，湘潭县开始选派第一批科技特
派员下乡。12年间，这些科技特派员在湘莲、
生猪、粮食、油茶等产业链上发挥了作用，使
科学技术在“链”上开花。湘潭县委常委、县
委组织部部长罗霄说：“为产业链上企业精
心挑选‘亲家’，让企业家找到了‘老师’，使
科技人才有了用武之地，也让政府延长了服
务‘臂膀’，补链强链作用明显。”

湘莲产业是湘潭县的特色产业， 这条
产业链一直存在两头强（种植和销售）、中
间弱（深加工）的问题。湘潭县委组织部选

聘了5名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
做湘莲产业链的科技特派员。其中,选派的
湘潭大学马秋成教授， 成功研发全自动莲
子开边机、去芯机，为企业增加产值4000
多万元，也补齐了产业链深加工环节的“短
板”。

据介绍,2007年以来，湘潭县共选派农
业类科技特派员403人次，推广新技术、新
产品450余个，培训农民17万余人次。湘潭
县先后3次被省委组织部授予“全省科技特
派员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廖立红 王琼）“通过电商销售，今
年莲蓬每亩最高收入7000元，远超去年市
场销售的每亩2000元。”11月1日， 岳阳市
君山区个体电商彭真向前来取经的同行介
绍。两年前，返乡青年彭真成了君山区创业
孵化基地青睐的对象， 通过电商创业带动
附近4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今年1至
10月，该区完成了新增城镇就业年度目标
任务的130%，新增创业主体1380户，占年
度任务的115%； 带动城乡就业人数2683

人，为年度任务的149%。
近年来，君山区把促进就业作为最大的

民生实事，围绕“稳就业”目标，主动搭建就
业创业平台，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2015年，
该区投资3000多万元打造建筑总面积5000
多平方米的农产品电商创业孵化基地，按照
“企业运作、政府支持、行业集中、功能完善”
的基本原则，通过“孵化+投资”的运营方式，
着力构建“网商”和谐生态产业链，成为“网
商”企业家的孵化器。2018年，该基地被评为
省级创业孵化基地。目前，创业孵化基地入

孵企业达272家， 今年共吸纳创业人数368
人，直接带动就业500多人，提供就业岗位及
关联岗位650余个。

该区将打造“双创升级版”作为增强带动
就业能力和产业发展活力的主抓手， 落实创
业扶持资金、孵化培育等优惠政策。探索出“连
户+连保”的新模式，今年前10月，新增创业担
保贷款2240万元，占年度任务的224%。创业
企业孵化期两年，所使用场地租金、水电、物业
等费用全免， 并向入驻企业无偿提供工商注
册、税务代缴创业培训、市场推广。

该区开展就业扶贫服务，建立健全村组
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每个村配备劳动保障协
理员，组建劳务经纪人队伍，建立就业扶贫
车间5个、基地8个，签约劳务合作协议企业5
家，让求职者享受高质量的公共就业服务。

湘潭县 科技在“链”上开花

君山区“稳就业”全超目标

长沙700万元
福星红包促消费升级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见习记者 唐璐）“太棒了，
我在手机上抢到了近百元红包。”今天上午，在长沙
市第十二届“福满星城”购物消费节开幕式上，长沙
市民何女士通过手机扫码进入线上活动专场， 在连
续3场现金“红包雨”过后，幸运地被红包“砸中”。她
告诉记者，“这是我第5次参加该活动，通过送红包极
大地提高了市民的消费热情， 本次活动将总计送出
700万元的真金白银大红包。”

消费已经成为经济的第一拉动力，本届消费节是长
沙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
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具体措施，活动主题是“福满
星城·和包同行”，从11月7日持续到12月底。主办方设计
了七大主题活动，包括到店送福、分享红包等，共有来自
全市18个超市、百货、餐饮等商业零售品牌的700多家门
店参与，优惠促销空前。

“年底是各种消费节点密集期，购物消费节为消
费者准备的‘福星红包’福利，将提升市民的消费获
得感。”长沙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送
出的700万元大红包将通过和包支付APP主界面“福
满星城”专区派送发出。

长沙“福满星城” 购物消费节已连续举办十二
届，成为长沙一年一度的消费盛会。购物消费节的举
办，不仅顺应城市消费升级的趋势，更为市民提供丰
富、实惠的购物体验，推动了线上线下融合以及实体
商业的发展。据统计，今年1-8月，长沙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3294.54亿元，同比增长9.9%。限额以上单位
实现零售额1192.79亿元，同比增长12.1%。

能听、会说、能思考、会判断
我省首个智能司法

导诉机器人常德“上岗”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李华胜 王爱明）“您好， 我是鼎城区人民法院云帆，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近日，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
院多了一名新“成员”———智能司法导诉机器人云
帆，这是我省法院系统首个智能司法导诉机器人。

云帆是一款能听会说、能思考、会判断的智能机
器人，具备信息展示、智能引领、法律咨询、文书拷
贝、法官留言、电子图书、“老赖”名单查询、报刊阅
览、宣传展示、智能讲解、语音对话等功能；有语音和
触摸两种交互模式，拥有7万多条法律条文，可以进
行诉讼风险评估及诉讼预判， 对常见的法律问题进
行解答；能够有效提高诉讼窗口办事效率，大大降低
导诉及窗口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 为进一步满足群
众需求，智能司法导诉机器人还能定期升级，将最新
最全的诉讼服务程序植入系统， 为群众提供“一站
式、综合性、低成本”的诉讼服务。

据悉，今年来，鼎城区人民法院步入信息化建设
快车道，以加强建设“智慧法院”为契机，把信息化建
设作为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 引入此款智能司
法导诉机器人。在今后的工作中，涵盖诉讼立案、庭
审办案、执行指挥等13个系统平台的“智慧法院”建
设项目将逐步投入使用，有效提升办案质效，更好地
为司法改革和审判工作服务。

新农村有了新“颜值”
安乡“三个坚持”

助推农村环境大提质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沙兆华）青山环绕，

流水潺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今年来，安乡县安康
乡向阳村通过修村垃圾回收站、分类管理垃圾、建设
美丽庭院等一系列环境整治提质举措， 使新农村有
了新“颜值”，一幅干净整洁的田园美景映入眼帘。

近年来， 安乡县针对农村环境治理工作中存在
的“干部动力不足、群众主体缺位、长效机制不常”等
突出问题，牢抓“三个坚持”，使全县农村人居环境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

坚持党建引领，实行“三级联动”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县级主导，坚持每月召开乡镇党委书记党
建例会， 加大环境整治工作的考核权重， 每年拿出
1200多万元，用于设施配套、回收补贴、大面保洁等
工作；乡镇主责，每乡建一个示范村，每村有一个示
范组，每村配2—3名保洁员、1名废品回收员；村级落
地，负责村级主干路渠、集中居住区的公共区域大面
保洁，村民房前屋后、废弃地为主的陈年垃圾清运。

坚持分类处理，全县探索推行“三个三分之一”分类
减量处理模式，解决农村垃圾出路问题，即三分之一有
机垃圾实行沤肥，三分之一再生资源、有毒有害垃圾实
行回收，三分之一不可利用垃圾实行清运。全县为农村
每家每户配齐沤肥池（热水坑）和可回收、不可回收、有
毒有害3类垃圾桶；重点解决低廉废品回收问题，针对农
村玻璃瓶等低廉废品无人收购的问题， 按照0.2元/公斤
实施补贴， 由废品回收员收集， 交付县回收公司。2018
年， 全县2家公司共回收低廉废品2475吨， 补贴49.5万
元；解决有毒有害垃圾问题，对农药包装、废旧电池等有
毒有害垃圾实行政府补贴，按每公斤2元补贴到户，县里
统一回收后，交由专业环保公司处理，2018年，共处理有
毒有害废品77吨，补贴150多万元。

坚持群众主体，不断提高村容整洁意识。村村设立
永久性垃圾分类宣传牌， 户户张贴垃圾分类示意图，利
用乡村大舞台，引导群众自编自演垃圾分类小品、快板
等节目，提高村民垃圾分类意识。村村还纷纷制定村规
民约， 成立人居环境整治理事会， 通过“十佳十差组”

“十佳十差户”的评比活动，实现群众在美丽乡村建设，
农村环境整治中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靖州84岁老人失联，
300多名干部群众集结———

深山大搜救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黄民日

“51个小时！老人终于找到了，万幸。”
11月5日下午1时许，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大堡子镇岩寨村1名失联51小时的84岁老
人，在深山的杂草丛里被找到。

11月4日下午4时许，正在值班的岩寨
村党支部书记龙志文接到4组村民陈和英
求救： 家里患有老年痴呆症的84岁老母
亲，从3日上午10时左右出门进入深山，一
直未归。全家人已经在老人进山的路上找
了几个来回，都没有找到。

龙志文一边向镇政府报告，一边电话
召集村支两委一班人， 立刻进山搜寻。可
是山高林密，搜救没有任何发现。

晚上9时多，村里连夜召集党员、组长
和群众代表召开搜救动员大会，制定搜救
计划， 成立以党员为主的搜救先锋队，安
排部署搜救行动。龙志文还在村里的微信
群发布老人走失的信息，包括老人的照片
及出走时的衣着特征，动员热心群众一起
加入救援。

5日清晨6时，天还没亮，村头就已集
结了300余人的搜救队伍。 大家分组行
动，对老人有可能前往的区域展开拉网式
搜寻。

搜救并不顺利， 因为前几天下过雨，
山路很崎岖又湿滑。 搜救队伍钻密林、爬
高坡，不少人全身湿了、衣服刮破了、鞋子
灌满了泥沙，可还是一无所获。

从清晨到中午，大家咬牙坚持，没有
一个人退缩，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喝
一口山泉水。

下午1时许， 距离老人失联已过去51
个小时，搜救队员在本村一个叫内岩冲头
的地方发现了失联老人，这里距离村子有
10多公里山路。

“幸亏这几天天气不是很冷，也没有
下雨，真是万幸！”龙志文说，被发现时，老
人陷在荒田的淤泥里，浑身湿透还裹满了
泥巴，身体已经严重虚脱、不能行动，好在
意识清楚，生命体征也较正常。搜救人员
拿出水和食物，及时为老人补充体力。

稍微平定后， 搜救队员们就地取材，
砍了藤条和树枝， 制作了一副简易担架，
轮流将老人抬回了家。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黄妙

“自己要上班，孩子要上学，路上堵
得慌。”11月5日，家住娄底市娄星区乐坪
街道贤童社区的刘志鹏告诉记者， 以前
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都很郁闷，“现在好
了，有志愿者全程守护，孩子可以自己过
马路上学，家长也放心。”他也主动加入
到“查防保”志愿者服务队。

乐坪街道辖区内有娄底市第三中学、
第三小学，学生1.3万余人，且紧邻主干道，
人流、车流量非常大，每天上下学是学校和
家长的“心病”。乐坪街道“查防保”服务队发
起“守护上学路”行动，每天有200多名志愿
者坚守在各学校路口， 疏导交通、 劝导行
人。“守护上学路”只是乐坪街道开展“查防

保”群防群治守护家园行动的一个缩影。
今年9月，乐坪街道在原有“乐坪乐”

志愿者服务的基础上，组建“查风险、防
事故、保平安”群防群治志愿者服务队。
目前，该街道共组建12支“查防保”服务
队，参与人数达5497人。

据介绍， 志愿者们穿梭在街道和小
区，当好“政策宣传员”，宣传政策法规；
当好“治安巡逻员”，守护居民安全；当好
“信息采集员”， 收集建议和诉求以及各
类问题线索；当好“矛盾调解员”，调处街
坊邻居矛盾，形成包容、和睦、互相、友爱
的邻里关系；当好“文明劝导员”，规劝和
制止不文明行为。

乐坪街道党工委书
记黄鹏钦说：“我们以党
员为引领， 行政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为依托，社区居民为主体，构
建志愿者服务体系。”

通过群防群治志愿者服务， 街坊邻
居感情日渐深厚，互相守望成了常态。老
党员周美组织了“馨美聚爱”团队，帮助
失独家庭走出心理困境； 退休干部刘松
林主动加入夜巡队伍， 每晚义务巡逻到
深夜，守护一方安宁；老上访户刘德秀不
仅转变了观念， 还加入到社区乱搭乱摆
整治之中； 退休职工李长庚组建退休职
工服务队，发挥余热服务居民。

“社区干部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我
有时忘记带手机， 他们就直接跑家里找
我。”80岁的独居老人罗先德说， 子女想
接他到新加坡安享晚年， 被他拒绝，“晚
上有巡逻队员来家里， 志愿者经常上门
陪伴，邻里互帮互助，我在乐坪住得很舒
服，哪里都不愿去。”

守望一片安宁
———娄星区乐坪街道群防群治守护家园

清理荷池护碧水
11月7日，长沙市岳麓区桃子湖，工作人员在清理荷叶。最近，长沙城投集团组织人员对湖内的荷叶进行打捞清洁，确保水质清

澈。2010年以来，桃子湖内为景观设计种植的少量荷花长势迅猛，占据湖面2/3面积，妨碍水流活性和鱼类生长。此次清理行动将持续
到11月底，届时将还桃子湖一泓清水。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月 07日

第 2019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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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1040 660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27 173 264171

9 6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07日 第2019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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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0831262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11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051317
3 10023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428
114474
1818896
14413535

77
4550
74434
555060

3000
200
10
5

0808 16 17 1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