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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文紫建）11月18日，株洲市石峰区金
盆岭竹木加工市场基本拆完，施工人员在清
理建筑垃圾。今年来，居民对这个市场的投
诉不断增多，石峰区依托网格化管理平台倾
听民声、科学处置，仅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市
场32户经营户搬迁。

石峰区是株洲市工业老区，社情较为复

杂。 随着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推进，一
些隐形矛盾被激发。为有效化解矛盾、疏导
民意， 该区创新利用网格化管理平台，以
“网格化+信息化”为手段，搭建区网格指
挥中心以及综合治理、综合执法、市场监
管、便民服务4个平台，建立“网格指挥中
心、街道、社区”三级处置和“4个平台”牵
头协调、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居民可

以随时随地反映各类诉求和困难，1中心4
平台分类分流办理，按‘自下而上’流程逐
级上报。”石峰区信访局局长陈新跃介绍，
该区要求投诉必须24小时内受理，并在规
定时限内处置、办结。

石峰区还要求全区653名办点领导和
联点干部，下沉到网格党支部、一线现场，
解决居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今年来，
该区网格化管理平台共收到各类诉求
14471件，初信初访化解率达100%，办结
率达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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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故事 轮椅上的幸福晚年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何云雄

“你最近身体不好，经常感冒，别老在房
间里闷着，待会儿推你去院子里晒晒太阳，和
大伙儿聊聊天。”近日一早，江永县松柏瑶族
乡黄甲岭敬老院里， 卢社清老人就忙着为下
半身瘫痪的“老邻居”欧阳善良准备早餐、擦
洗身体、收拾屋子。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才能过上如
此幸福的生活。”欧阳善良由衷地说。

黄甲岭敬老院离县城约20公里，居住着17
位孤寡老人。今年65岁的欧阳善良，44年前因车
祸造成腿部残疾，一直单身，无儿无女。随着年
龄增大，他逐渐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依无靠。
2007年，未满60周岁的欧阳善良被政府“破格”
接进敬老院。

敬老院管理员欧阳海英介绍， 欧阳善良

是个“热心肠”的人，在敬老院里颇有人缘。刚
入敬老院那会，他年龄算小的，生活能自理，
加上他懂点医学知识，因此成了老人们的“家
庭医生”。老人们患风寒感冒，或风湿病复发，欧
阳善良常拄着拐杖上山挖草药，为患病老人熬
制药汤。他还买来一台补鞋机，平时帮老人们
缝缝补补，赢得老人普遍好感。一提起他，大家
都会竖起大拇指。

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 欧阳善良不慎
摔倒，股骨严重骨折，造成下半身瘫痪。在他
住院的17天里，敬老院的老人们自发组成“陪
护小组”，24小时轮流在病房陪护。 病友羡慕
他：“这老头儿，兄弟真多！”

欧阳善良出院后，“陪护小组”没有解散，
敬老院还将他纳入特困供养“全护理”对象，
社区志愿者和敬老院管理员也加入进来。现
在，每天有3人轮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见习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胡宁 龙潭

为饮水困难群众打深井，帮农户网上销特
产，为困难户补办社保……第二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湘潭市昭山示
范区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认真
梳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办实事、
解难题，获得当地群众称赞。

井水润人心
“出水了！这个水好啊，干净又可口！”11

月5日，在昭山示范区昭山镇，又一口深井出
了水。3支钻井队在该镇忙碌半个多月，已打
深井60多口。

因地下水位下降，昭山镇新湖村、蒿塘村
等地原来的水井成了枯井，近100户村民出现
饮水困难。“以前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一天来
回五六次。”70多岁的村民叶桂林说。

主题教育中，昭山示范区组织党员干部
现场查勘、检测水样，制订“挖井”方案，请来
钻井队打井。井水流入村民家，大家称赞政
府办了一件大好事。

“云端”销特产

11月7日，昭山镇七星村王水芝家，黄灿灿
的酸枣片格外诱人。“我们做的酸枣片， 城里人
喜欢吃，可就是没有渠道销售。”王水芝正发愁，

“客人”来了。昭山示范区两新组织党委长株潭
网店党支部党员薛强上门走访， 帮她解决土特
产销售难题。当天，王水芝的干辣椒、酸枣片在
网上销售一空，收入480元。

为帮助昭山群众解决销售难题，长株潭
网店党支部牵头，以“扶贫网店”模式，把当
地村民家自制的坛子菜、火焙鱼、腊肉、蜂蜜
等特产，放到网上销售，帮助农民增收。党员
谢铁平介绍，通过网上销售，今年可帮农户
增收10万元。

这样的“扶贫网店”在昭山示范区还有
很多。党员邹理平经营的摩配网店，就带动
周边6名困难群众实现就业。

“石头”落了地
“如果宋文亮是我们的至亲，我们会怎

么做？” 昭山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黄劲松一句
话，引发不少干部深思。

几年前，按昭山示范区征拆政策，村民
宋文亮可免费入社保。 但因为一些原因，最
后全组就他一家未能录入社保资料。 后来，
身患疾病的宋文亮多次提出入社保的意愿，
未能如愿。随着时间推移，社保缴费基数越
来越大，除去当年免费的部分，增加了几万
元，这笔钱需要他自行承担。已成为困难户
的宋文亮，无力缴纳社保费。

今年10月，黄劲松来到宋文亮家，想方
设法帮他解决了入保难题。心里“大石头”终
于卸下，宋文亮流下了热泪。“老百姓心里有
杆秤，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也许就是一件很
小的事， 办好了， 都可以让他们感到很幸
福。”黄劲松说。

民生无小事，群众的小事也是大事。昭山示
范区管委会主任肖定安介绍， 该区开展主题教
育以来，已梳理、解决民生问题30余个。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
讯员 李铁桥 肖晒军）深秋时节，邵阳县馥
鹂米香农耕文化体验节在该县白仓镇举行。
因全程采用水稻病虫绿色防控技术，生产中
没使用任何农药，白仓镇中乙村种植的馥鹂
大米受到消费者热捧。

邵阳县是我省主产粮大县，也是全国商
品粮基地县、国家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
项目县。 今年该县在塘渡口等4个乡镇创建
“万亩优质稻产业示范园”，通过实施水稻专
业化集中育秧、粮食高产创建、耕地保护和
耕地质量提升、湘米产业工程等，稳定粮食

生产。全年共完成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4.02
万亩，播种水稻91.3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共
达116.678万亩。

同时， 邵阳县以绿色防控示范为引领，
创建一批农业现代化“样板田”“科技田”
“示范田”。 在万亩优质稻产业示范园内，
建设2个各3000亩以上的全程绿色防控核
心示范区。今年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应用面积达38万亩， 实现农业提质增效，
成为全省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观摩
培训会现场。

在稳定粮食生产基础上，该县以高档优质

稻开发为重点， 以绿色防控推进标准化生产，
全程跟进有机绿色认证，全程跟进优质农产品
基地建设，擦亮“绿色招牌”。

今年，邵阳县每个乡镇都建了1个300亩
以上的集中连片双季优质稻产业示范村；浩
天米业等稻米加工企业共建设绿色高档优
质稻标准化订单生产基地1.3万亩； 全县共
种植优质稻 82.23万亩 ， 水稻优质率达
90.06%。同时，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1件、
有机农产品认证2件、 有机农产品转换证3
件，另有4件绿色食品证正在申办中，为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力推高档优质稻生产

邵阳县水稻优质率逾九成

民生无小事
———昭山示范区帮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纪实

北塔区出实招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劲头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见习记者 张佳

伟 通讯员 李忠华）近日，在邵阳市北塔区田
江街道苗儿村600亩油茶园里， 村支书谢拉
明带领12名贫困户， 将油茶果装车发运。“今
年油茶大获丰收，摘了20多吨油茶果。”谢拉
明说，如今村干部待遇提高了，带领村民脱贫
致富的劲头更足了。

8月中旬， 北塔区印发《关于落实省委
“1+5”文件精神的通知》，在减负、涨薪、选
才、用才等方面拿出实招，激发基层干部干事
劲头。

为减轻基层负担， 北塔区全面清理规范

“责任状”和“一票否决”事项，已撤销8项“责
任状”事项、1项“一票否决”事项，总量压减
50%以上，明年起不再签订。同时，把有关津
补贴和奖励激励政策向基层倾斜， 拨付130
多万元， 乡干部基本待遇提高10%， 落实村
（社区）干部绩效奖金，并规定将村集体经济
增长部分的5%奖励给村支书、村主任。该区
还健全基层干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为村主
干补贴养老保险，每人每年2000元。

对于政治素质过硬、本领强、服务水平高的
基层干部，北塔区大胆提拔重用。今年来，共提
拔35岁以下科级干部17人，其中3人为“90后”。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唐伟 杨翠炬）为抓实干部作风建设，
11月18日，津市市毛里湖镇纪委联合镇派出
所、交警中队，深入辖区各农庄、茶楼，对领导
干部工作日午间饮酒、 离岗打牌现象进行突
击检查。近两年来，毛里湖镇聚焦日常监督、
上级督查、线索处置，狠抓作风建设，干部作
风明显好转。

聚焦日常监督，主要对上班纪律、工作日

饮酒、违规赈酒、聚众赌博等进行重点监督；聚
焦上级督查， 主要对上级部门在工作纪律暗
访、财务管理抽查、扶贫领域督查、重点工作巡
察中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调查、处理、回复；聚
焦线索处置，主要在收到问题线索后，及时研
究处置措施，进行调查处理。据统计，近两年来，
毛里湖镇纪委在办理的问题线索中，涉及干部
作风问题的达73.7%，给予党内警告处分26人、
诫勉谈话12人。

津市毛里湖镇：
“三聚焦”抓实干部作风建设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张昭华）11月19日，岳阳市工伤保险服务
中心召开尘肺病预防“回头看”工作会议，就
近年来全市尘肺病预防宣传工作进行全面梳
理和总结。

据了解， 岳阳市有尘肺病工伤职工约
150人，大多为60岁左右已退休人员。为了更
好地解决尘肺病工伤职工住院审批来回跑的
问题，该市工保中心联系市职业病防治所，以
其为协议医疗机构，开通绿色通道，尘肺病工
伤职工可凭工伤认定证明申请门诊或住院治
疗。对于符合条件的，可在网上审批通过后挂

账治疗。该中心运用工保基金，为其报销90%
以上治疗费用， 大大减轻了尘肺病工伤职工
负担。该中心还协同市疾控中心，对职业病工
伤患者进行全面摸底调查， 建立职业病档案，
对患者实行定期康复治疗。

为掌握农民工尘肺病发病情况， 岳阳市
工保中心对全市12个县（市、区）及所有乡镇
发放农民工尘肺病筛查单， 农民工凭筛查单
可到市疾控中心参加免费体检筛查。同时，加
强预防宣传工作，增强用人单位责任意识、劳
动者自我保护意识。近年来，岳阳市尘肺病工
伤职工数量明显下降。

岳阳扎实预防尘肺病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邓永松

穿上西装，换好婚纱，补个小
妆，重回青春模样。按照摄影师的
指导， 舒利生、 王玉珍夫妻脸靠
脸、手牵手，幸福瞬间在“咔嚓”声
中定格。

11月14日， 省城的摄影师来村
里为贫困村民免费圆“婚纱梦”，沅
陵县马底驿乡长界村贫困村民舒利
生、 王玉珍夫妻高兴地补拍了一张
结婚照。

“党的扶贫政策好， 要把幸福
‘照’出来。”舒利生说，年轻时家里
穷， 现在儿女孝顺， 政府还发养老
金，生活上很满足。

当天，长界村脱贫攻坚后盾单
位沅陵县妇联、团县委、县融媒体
中心，联合长沙县妇联、长沙爱时
光摄影社、 中国人寿保险沅陵支

公司、沅陵县妇幼保健院，来长界
村开展“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
奔小康” 行动， 为村民送上关爱
“大礼包”。

沅陵县妇联主席张芳兰介绍，
活动准备了多个“大礼包”：长沙县
妇联捐助资金，给全村243名20岁至
60岁已婚妇女购买“湘女关爱保”保
险，为村里安装太阳能路灯，给村里
敬老院12位老人购置保暖衣物，走
访慰问5户特困家庭。中国人寿保险
沅陵支公司捐资， 用于长界九校学
生安全防护建设。 沅陵县妇幼保健
院医生为村民免费看病送药。 长沙
爱时光摄影社给贫困村民免费拍婚
纱照、全家福。

贫困户向友莲获得长沙县妇联赠
送的“湘女关爱保”保险。“这份礼物很
实在，要谢谢人家。”向友莲感激地说，
农村贫困家庭最怕生病， 解决了因病
返贫问题，脱贫就不是问题。

关爱“大礼包”送进村

石峰区创新网格平台化解基层矛盾

11月17日，临武县西瑶乡桃源坪村,村民在参观光伏电站。目前，该县在27个重点贫困村均
建有光伏扶贫电站，总装机容量1742kw，每年发电量170多万度，每村每年可增加集体经济收
入近6万元。 陈卫平 冯姝逸 摄影报道

光伏发电壮大集体经济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月 19日

第 2019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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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 1040 1129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77 173 290121

3 1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19日 第2019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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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61537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0
二等奖 16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2 7387274
14 18307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50
75438

1347562
10015984

61
3185
54061
380924

3000
200
10
5

0707 21 24 3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