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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邢玲 通
讯员 陈兰 蔡东赢）11月15日， 益阳市资
阳区迎风桥镇新塘村村民杨淑蓉从长沙赶
回家乡， 参加区人社局和区妇幼保健院联
合举办的养老护理培训。今年6月，她参加
了该区育婴师培训， 结业后在长沙找到一
份月薪7000多元的工作。“这样的培训非
常实用，找工作很容易。”她深有感触地说。

今年1至10月， 资阳区新增城镇就业
4352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5.44%；新

增创业主体1261户， 带动城乡就业2554
人。日前，省人社厅向全省推广资阳区稳就
业工作经验。

近年来，资阳区围绕“稳就业”目标，积
极探索助推各类人员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新
路径。2017年， 该区在益阳市率先开展人
社业务职能下移试点工作， 在全区9个乡
镇(街道、经开区)、30个社区、93个村全部
建立人社服务站， 并将劳动力资源信息采
集及日常数据更新、 用人单位和个人求职

登记服务等10项职能下移到村级人社服
务站，实现区、乡镇、村三级信息共享，实行
及时、准确、动态管理。这一举措在让群众
少跑腿的同时，提供更优质高效服务。益阳
市劳动力资源信息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
年该区每月人岗匹配人数占有就业意愿但
未就业人数的50%， 推荐成功率在50%以
上，服务质效有了较大幅度提升。

为精准服务群众就业， 资阳区根据基
层人社平台收集反馈的市场需求和培训意

向，及时优化培训课程，强化靶向培训。今
年来，该区先后与商务、住建、教育、医院等
部门和单位合作，开办了电子商务、农村建
筑、茶艺、育婴等特色培训，培训1053人，
合格率达98%， 不少学员结业后找到了心
仪的工作。

此外， 资阳区还建设扶贫基地开展就
业扶贫，搭建平台促推校企合作，建设公共
实训基地提供创新创业技能培训， 扎实推
进稳就业工作。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肖
霄 通讯员 彭茂华 陈湘林）11月11日，记
者在省级贫困村洞口县古楼乡相山村产业
扶贫基地看到， 施工队正在砌堡坎和排灌
渠，硬化茶园道路。村支书肖黎明和镇监管
员唐玉平也没闲着， 在逐一核对项目资金
使用情况，以便及时向群众公示。这是该村
创建“廉洁村”必须过的“廉洁关”和“群众
关”。

今年9月下旬以来， 根据邵阳市委提
出的创建“廉洁单位”要求，切实扫除因个
别村干部“不廉、不公、不为”带来的脱贫障

碍，洞口县在117个贫困村全部开展“廉洁
村”创建工作。

为打造清廉公正、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的好班子， 洞口县明确贫困村创建“廉洁
村”必须达到“廉洁履职形象好、村务公开
执行好、集体‘三资’管理好、民主监督发挥
好、脱贫攻坚成效好”的“五好”标准，其中
“脱贫攻坚成效好”为“一票否决”硬指标。

洞口县倡议各贫困村通过上一次廉政
党课、 搞一次廉洁宣传、 过一次村务“筛
子”、来一次整治“回头看”、访一次“廉内
助”、做一次廉洁“会诊”，实现创“廉”与脱

贫攻坚紧密结合。10月上旬， 花园镇纪委
书记肖学义带队对全镇12个村的村务过
“筛子”，重点督查了马家村、燕岭村、花园
村等6个省级贫困村近两年来实施扶贫项
目工程的“四议两公开”情况。发现其中5个
贫困村存在廉政风险问题， 肖学义当即与
村干部进行提醒谈话，要求11月底前整改
到位。

针对贫困村群众反映一些村干部优亲
厚友、索拿卡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
出问题，洞口县纪委监委进村接访。已受理
纪检监察业务内信访举报57件，给予纪律

处分18人，组织处理11人。
据介绍，目前，洞口县已对117个贫困

村村务过了一遍“筛子”，同时为党员干部
上党课181次，接待群众487人次，解决群
众反映的问题382个。10月，该县受理反映
农村党员干部纪检监察信访举报件7件，环
比下降35%。

下沉服务平台 优化培训课程

资阳区 多举措推动稳就业

切实扫除“不廉、不公、不为”带来的脱贫障碍

洞口县 贫困村争创“廉洁村”

古丈成立
易地扶贫搬迁农民工工会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向莉君 通讯
员 石立新）11月14日， 古丈县总工会会议室里聚集
了70多名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代表，经举手表决，古丈
县太阳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农民工工会成立，并
选举产生了工会主席和委员， 这标志着当地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

近年来， 古丈县搬迁安置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228户1085人。 为了让搬迁群众更好更快适应新的生
活环境，该县把后续服务管理作为重点工作来抓。除了
按属地管理原则将搬迁群众纳入社区， 实行网格化管
理外，还组建了古丈家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专门
负责古阳镇太阳城政府购房安置点搬迁群众后续管理
服务， 在权益保障及日常生活服务上给搬迁群众提供
支持，提升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湘潭推进
桥梁监管信息化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见习记者 曾佰龙）11月
15日上午9时，新运行的湘潭桥梁健康监测系统采集
到首组数据：一大桥一号监测点压力14.7帕斯，桥梁
横向倾斜度-2.41，纵向倾斜度1.14……各项指标正
常。该系统正式“履职”，标志着湘潭市桥梁监管信息
化走在了全省前列。

湘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着城区13座桥梁
的维护管理职责， 过去这些桥梁基础数据资料以及
定期检测维修、日常巡查养护情况，都是通过人工手
段、纸笔记录，费时费力，既不精准，还存在盲区。湘
潭市一大桥和二大桥贯穿城区，承载负荷大，安全维
护尤为重要。 湘潭市首先选择在这两座桥梁上安装
健康监测系统，效果很好。该系统实时在线采集桥梁
数据信息，引入GIS、BIM、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对桥
梁运行状况作出科学合理的分析研判， 将安全隐患
消除在萌芽状态。

“现在桥梁监测，可依托电脑和手机APP，实现
数字化动态管理和智能巡检，精准高效，省时省力。”
湘潭市桥梁维护管理处主任李德学说。

313只野生鸟类放归东洞庭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通讯员 吴巍伟 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吴广）11月15日， 在东洞庭湖华容县二门闸望君
洲滩涂上， 当地80余名干部和环保志愿者小心翼翼地打开
保育箱，将一年来华容县林业部门查获和收容的313只野生
鸟类放归大自然，所放鸟类有大白鹭、苍鹭、草鹭、斑嘴鸭、
山斑鸠、黑水鸡、白骨顶鸡、雉鸡等8个类别。

东洞庭湖湖洲是越冬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和栖息地。据
统计，该区域内共发现鸟类325种。近年来，有少数不法分子
采取“天网”、投毒和猎捕等方式破坏鸟类等野生动物资源。
在当地森林公安部门查处的林业案件中， 破坏野生动物类
案件占50%以上。

“这是我县首次在东洞庭湖外洲举办鸟类放飞活动，期
待这些放飞的鸟类能在这片区域得以生存。”参加放飞活动
的华容县副县长范文科表示， 经过林业部门不断加大对非
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和全县广大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 民间
环保志愿者共同努力， 华容县洞庭湖区域生态环境逐年好
转，候鸟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年回升。

常宁实现村（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郭

华）“搭帮法律援助， 被拖欠3年的工资终于拿到手了。”日
前，在村法律顾问帮助下，常宁市一位农民工追回了被拖欠
的工资。

据了解，今年来，常宁市大力推动“一村一法律顾问”工
作，聘请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村（社区）法律顾
问，要求法律顾问每个月到村（社区），全面开展法治宣传、
法律咨询、村规民约制定等工作8小时以上，并按照“一次一
记、一村一卷”要求记工作日志。目前，该市已实现村（社区）
法律顾问全覆盖。

同时，常宁市将所有法律顾问信息在相关村（社区）进
行公示， 并建立市级法律顾问工作微信交流群和乡镇（街
道）法律顾问工作群，督促法律顾问点对点联系基层、零距
离服务群众。

今年9月，罗桥镇三联村村民吴某骑电动车时，为避开
戴某迎面开来的三轮车，摔倒受伤。戴某将其送到医院后，
拒绝承担医疗费，双方多次协商无果。村法律顾问刘真涛了
解情况后，立刻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宣传交通法规，最终戴
某同意赔偿医疗费，双方握手言和。

今年1至10月，常宁市已组织法律顾问举办法律知识讲
座89次，解答法律咨询2万多人次，调解矛盾纠纷560余起，
办理法律援助180余件，成功率达100%。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田育才）“垃圾分类后，环境变好了，
村子更美了。”11月11日，张家界市
武陵源区中湖乡石家峪村支书向
佐玉，指着整洁的水泥路面、干净
的农家庭院，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过去石家峪村垃圾围村，臭气
熏天。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针对群众反映的农村垃圾
乱倒、农户庭院脏乱差等一系列突
出问题， 武陵源区坚持问题导向，

大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
乡村。

该区生态环境分局牵头， 按照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
类处置”的要求，大力推进农村垃圾
分类工作。先在石家峪等8个村开展
试点，完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设置
垃圾分类体验点，构建“户分类、村分
拣收集、乡镇（街道）处置”体系。目
前，该区家家户户配备了垃圾（箱、
桶），乡镇（街道）共建设垃圾池（箱、

桶）800多个、垃圾中转站15个，购置
垃圾清运车辆30余台。

如今，走在石家峪等村，到处
干干净净。家家户户门口摆放着两
个垃圾桶，一个绿色垃圾桶，桶上
印着“可回收垃圾桶”，用于收集塑
料袋、玻璃瓶、包装盒等；一个灰色
垃圾桶，上面写着“其他垃圾桶”，用
于收集食品包装袋、 纸巾等。67岁
的村民张维新说：“一开始不习惯，
现在大家越来越自觉了。”

武陵源区垃圾分类扮靓乡村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通讯员 丁智辉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11月15日，在汉寿县举办的村（社
区） 党组织书记大比武决赛现场，
15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上台演
讲，展示引线穿针的“针眼”真功。
通过“智慧党建”平台播放，全县3
万多名党员收看。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大比武，
是汉寿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之一。今年9月开始，该
县以“现场赛马”形式开展比武，比
基层党建看班子运行、比脱贫攻坚
看群众评价、比经济建设看发展质
效、比环境保护看村容村貌、比和

谐稳定看乡风文明。 通过乡镇初
赛、分片复赛、现场观摩和资格审
查等环节，最终，15名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脱颖而出， 站上了决赛
“大擂台”。

决赛是真刀真枪硬碰硬。15个
村（社区）各有各的发展思路，各有
各的特色与亮点。龙潭桥镇莲荷塘
村土地流转搞得好，株木山街道鸭
东村抢抓高铁修建机遇布局产业，
崔家桥镇蔺家山村力推人居环境
整治……

“我村2002年负债120万元，
2007年还清债务，2018年村集体收
入133万元。 我们把部分收入投入村
里4家企业，按股分红，每年可得分红
收入22.7万元。” 获得决赛第一名的

岩汪湖镇金盆岭村党组织书记张祖
爱，靠实干征服了所有人。他的演讲
结束时，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洲口镇党委副书记曾咏说 ：
“15名基层组织书记讲的都是‘干
货’。 今天我带领全镇基层党组织
书记前来观摩， 就是要找差距、补
短板、学经验，向先进看齐，提升服
务效能。”

两个多小时比赛，给人们印象
最深的是，支部强了，产业兴了，农
村美了，村民富了，乡风好了。坐在
台下当评委的汉寿县委书记杨昶
尤为高兴：“参赛的基层党组织书
记摆出了成绩，找到了差距，也下
了战书，实现了比与做促进，激活
了基层发展一池春水。”

“针眼”见真功
———汉寿县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大比武侧记

邵阳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张超）11月15日上午，邵阳市2019秋季电商消费扶贫
和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该市西苑公园举行， 来自
全市各地的近100家特色农产品公司现场销售产品。

城步红薯妹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办人刘星
在展台向市民推荐红薯面。刘星介绍，搭上电商这辆
致富“快车”后，公司生产的红薯面、红薯干、红薯粉
等农产品在网上热销， 加入公司和合作社的农户年
增收1至5万元。刘星注册了“红薯妹”商标，其产品成
功进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盒马生鲜、 国家商务部
食堂和淘宝直播等多个销售平台。

近年来，邵阳市以“农商互联、电商先行”为主题，
定期举办特色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构建便捷、畅
通、高效、稳定的流通渠道，推进“邵品出邵”，将邵阳的
中药材、油茶、南竹、茶叶等特色产业推向更大的市场。
2014年至2018年，全市电商交易额从41.6亿元增长至
230亿元，7万贫困人口通过电商扶贫直接或间接增
收，洞口雪峰蜜橘、新宁脐橙、邵阳茶油、绥宁青钱柳茶
等一批网销特色农产品打响品牌。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月 17日

第 2019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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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1040 388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30 173 126290

0 6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17日 第2019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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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61537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4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159750
0 19608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97
90323

1695603
13359513

75
3657
68735
511197

3000
200
10
5

0706 14 19 3311

敬老爱老
11月16日，“公益小天使”在帮助孤寡老人穿棉衣。当天，通道侗族自治县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了32名

“公益小天使”和10名志愿者，来到县中心敬老院看望和慰问孤寡老人，为每位老人送上了棉衣和保暖袜。
尹序平 杨秀荣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