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0日，新田县骥村镇黄公塘村，蔬菜经销商在向村民收购红皮萝卜，准备销往粤港澳地区。近年，该县以富硒资源优势
为依托，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发展特色蔬菜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每年有近30万吨富硒蔬菜远销粤港澳地区和
东南亚各国。 刘贵雄 摄

富硒蔬菜“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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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冯宏）
11月19日， 湘潭市岳塘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集中接待了
一批征地拆迁信访群众，面对大家的疑问和诉求，中心工作人
员耐心细致做工作、讲政策，当场解决了来访群众提出的8成
以上的问题，对其他问题进行了解释，或承诺尽快解决。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作为中心城区的岳塘区征拆
项目逐渐增多。如何确保“拆得下”又“拆得稳”？该区配强
人居环境事务中心力量，下设协调服务、政策服务、帮扶
服务3个中心，均由副县级以上领导担任负责人，为征拆
群众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有的征拆对象因家庭成员之间征拆款分配问题产生矛
盾，有的因村组之间利益不均引发纠纷……针对这些问题，
协调服务中心通过窗口接访、跟踪下访、主动约访，服务好
来访群众。其中设立的专门接待征拆群众的窗口，从征收、
人社等部门选派业务强、口碑好的人员进驻，对群众合理诉
求及时转交各项目指挥部办理，并定期跟踪下访，上门协调
服务。据统计，今年该中心已接待来访群众1000余人次。同
时，为了让征拆群众清楚理解相关政策，政策服务中心开通
咨询热线解疑释惑，并走村入户，送政策上门。

对征拆特殊家庭、 困难家庭， 帮扶服务中心还按照
“一户一策”原则，对他们予以精准帮扶。自2017年以来，
岳塘区妥善解决征拆领域复杂问题近100个， 得到群众
理解与支持。

为征拆对象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岳塘区确保“拆得下”“拆得稳”

持续干旱4个月
宁远打井掘泉为民送水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单明海）

11月20日，在宁远县鲤溪镇五福村，哗哗的自来水流进
了村里。持续干旱4个月，饱受饮水之苦的村民宋高位喝
了一口干净的自来水，抹抹嘴说：“这水真甜，以后再也不
怕天干没水用了。”

自今年7月中旬以来，宁远县持续干旱，鲤溪、冷水等
10余个乡镇出现饮水困难。 县里组织水利等多个部门，
全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投入资金4.23亿元，建设千吨
万人水厂12处、单村供水工程219处、恢复正常供水工程
3处。同时，各受灾乡镇不等不靠，积极组织群众开发新水
源，通过采取打应急井、清理老井、另辟水源、联网并网、
多级提水等措施，缓解群众用水困难。

“村里几个月没怎么下雨了，水井也干了。”宁远县太
平镇何八仕村支书何康伟说，他们向镇政府反映后，镇消
防队马上送水进村。据悉，自干旱以来，宁远县多部门每
天坚持为五里坪、鸡公山、何八仕等10多个村送水，确保
一村不落、一户不少。

世界儿童日：

长沙多处点亮“未来”之光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王茜）11月20日是世界

儿童日，长沙通过点亮城市标志性建筑及举办“儿童的城
市·温暖的长沙”主题庆祝活动，呼吁和承诺为儿童创造
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晚上7时30分，“点亮儿童未来”2019世界儿童日长
沙站亮灯仪式在滨江文化园举行。同时，湘江河畔万达广
场楼宇点亮了“世界儿童日”“点亮儿童未来”主题字幕。

此次活动中，长沙发布了《长沙儿童友好宣传片》《长
沙儿童友好之歌———未来的微笑》等，并为100名2019世
界儿童日（长沙）青少年摄影大赛获奖者颁奖。

据悉，长沙2015年提出创建儿童友好城市，坚持从
儿童视角出发，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
治理中，推动建设多个“儿童友好型校园”“儿童友好型社
区”，在学校门口施划“爱心斑马线”，在公共场所设置标
准母婴室，以切实行动维护儿童权利。

这次活动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 长沙市
政府共同举办。

通讯员 刘辉霞 李林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初冬时节，洪江市黔城镇三江村三
江“城市菜园”里，萝卜、白菜等蔬菜长
势喜人。一大早，很多洪江市民带着家
人来到这里采摘蔬菜，菜园里欢声笑语
不断。

“这里的菜很新鲜，都是原生态种
植，我们吃着很放心。”正在采摘扁豆的
市民刘志国说。他是“城市菜园”会员，
不仅可以吃到四季时令新鲜蔬菜，周末
还能带家人来体验菜园生活。

三江“城市菜园”距黔城镇仅3公
里，是洪江市面积最大、蔬菜种植品
种最多的“互联网+现代农业”菜园之
一。菜园采用共享模式，市民出资租
地，由当地农民种植管理，施以有机

肥、灌以山泉水。菜园还安装了农产
品溯源系统，市民可随时随地通过手
机远程查看菜园生长情况和各项环
境数据。

三江村是非贫困村。近年来，该村
外出务工人员较多， 闲置了一些土地。
如何把这些土地有效利用起来，帮助农
民增收？今年初，村委会研究决定，依托
村里优越的区位优势、 丰富的水资源、
良好的农业基础， 创新农业经营模式，
与洪江市苗人谷公司合作发展30亩“城
市菜园”。“城市菜园”种植有机蔬菜，让
市民得体验、村民得收入，推动乡村振
兴。村民除了收获租金外，还可以选择
在这里务工。目前，该村有7名贫困村民
在“城市菜园”务工。

“孩子都在外面打工，田地缺乏劳
力耕种，只好荒着。村里统一搞菜园后，

我不但有租金收入， 还可以在这里做
事，一年1万多元收入，真好！”聊起“城
市菜园”， 正在给菜地除草的村民周永
祥笑呵呵地说。

“市民可用全托管方式，将菜园交给
村民管理，自己享受采摘的喜悦。也可用
半托管方式，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来菜园
适当搞点劳动。”苗人谷公司负责人明忠
良说。

由于管理得当，三江“城市菜园”运
营近一年，蔬菜产量达2万多公斤，接待
采摘1.3万多人次， 帮助村民增收11万
余元。

“下一步，我们将整合更多的闲散
荒地，铺水管、修好游步道，扩大‘城市
菜园’面积，将其打造成洪江市一张农
旅名片，给村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三
江村党委书记汤世松说。

乡村振兴纪实
� � � �洪江市三江村在乡村振兴探索中，采用共享模式，
盘活闲置土地———

“城市菜园”乐了市民富了村民

第五届脐橙文化旅游节
在崀山开幕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蒋剑平 张佳伟
尹建国 杨坚） 今天上午，“百里脐橙连崀
山·产业扶贫耀三湘” 第五届脐橙文化旅游
节在新宁县崀山风景名胜区开幕。新宁县清
江桥乡湘塘村脐橙园同时开园，吸引知名博
主、网络名人前来直播。游客纷至沓来，体验
脐橙现场采摘，果农喜笑颜开。

此次节会为期3天， 将举行脐橙洽谈
及全网营销电商推介会、湖南省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文旅融合营销推介会（新宁专
场）、“崀山之夜” 中国黄河交响乐团音乐
会等8大特色主题活动。开幕式当天，来自
全国的10家采购商与新宁县签订了订购
脐橙意向合同。

新宁县是我国四大脐橙出口基地县
之一。今年，该县脐橙种植规模达46万亩，
预计产量42万吨、产值30亿元。近年来，该
县以“扶贫+产业”为抓手，推动农旅、文旅
优势互补，打造“景区+园区+扶贫”发展新
模式，带动近5万名贫困群众稳定脱贫，约
40万人走上致富路。

湖南日报 11月 20日讯 （通讯员
蒋国荣 刘皓 汤星宇 记者 李永亮 ）

“楼顶修好啦！”11月12日， 株洲市荷塘
区茨菇塘街道罗家冲社区居民在微信
群留言，感谢群里的纪检监督员，为群
众办了一件大实事。原来，社区居民在
微信群反映居民楼楼顶失修问题，群里
的纪检干部看到后， 迅速联系有关部
门，解决了这个问题。

据了解，荷塘区纪委监委利用网格
与微信群，加强基层监督，维护群众利
益，帮群众排忧解难，获得好评。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荷塘区纪委监委结合漠视侵害群众

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将帮群众解难
题、增福祉作为工作重点来抓。“纪检干
部沉下身子，在民生资金监管、政务服
务监督、倾听群众诉求等方面，加大监
督执纪问责力度，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
义。”荷塘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郑志富
介绍，10月以来，该区将全区62个村（社
区）划分为7个片区，由纪委监委机关干
部、 派驻纪检监察组对各片区进行监
督。并将所有纪检监察干部统一安排进
入全区300余个村（社区）微信群，听取
群众呼声，对进群干部履职情况进行跟
踪监督。

为切实有效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荷塘区纪委监委还按片区整合力量，建
立村（社区）监督与服务微信群工作平
台。对群众诉求、咨询等，集中进行收集
分流、评估研判、处置回应、督办反馈。
特别对违纪违法问题、 微腐败问题，予
以严查快处，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
着落”。

这项工作开展一个多月来，荷
塘区纪委监委共跟踪处理民生方面
诉求23条。 还针对重点项目开展形
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大排查大调
研，有力推动三一智慧钢铁产业城、
妇科千金胶囊现代化工程等重点项
目落地。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通讯员 范晖）11月19日中午，
暖阳高照。 汉寿县坡头镇福禄村60岁
村民高少祥收完黄鳝， 便在房后打理
棉田。他告诉记者，上个月他家在县城
买了一套商品房， 村里还给了300元
补贴。钱虽不多，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种
鼓励。

农民进城买房，村里给予补贴？坡
头镇镇长李杰介绍，3年前，福禄村、太
兴村和伍福村合并为福禄村， 原福禄
村党支部书记陈列桂被选为新福禄村
党总支书记。他上任后，利用湖区田地
多的优势，带领村民发展稻虾、稻蟹、
稻蛙套养与花椒种植， 村集体与村民
收入大幅增加。

早在2017年， 汉寿县作为全国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第二批试点县，

大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陈
列桂在清产核资时发现， 村里有不少
“空心房”，房主多是村里的“有钱人”，
他们赚钱后在县城买了房。受此启发，
陈列桂给村民算起了资产保值账：在
农村修一栋房子，要花费四五十万元，
今后20万元都卖不出去。在县城买房，
还能保值增值。

于是，福禄村开始鼓励有条件的村
民进城购买商品房，以增加村民资产性
收入。根据购房面积大小，村里给予200
到300元购房补贴。在村里引导下，近年
来， 福禄村村民在汉寿县城购买商
品房96套共计1.1万多平方米，其中6
组有22户在县城买房， 而村里未修
建一栋新房。

陈列桂一边鼓励村民到县城买
房，一边拆除村里长期闲置、废弃的

“空心房”，复耕土地，以每亩700元的价
格流转给合作社发展产业。土地资源节
约了，农村环境变美了，农民也增了收。
近年来，福禄村拆除空心房92栋，复垦
土地100多亩。眼下，复垦的土地里种上
了油菜，一片翠绿。

村子美了、产业旺了、村民富了，
李杰感慨地说：“鼓励农民进城买房，
拆除‘空心房’复垦，既解决了农村脏
乱差难题，又盘活了土地资源。更重
要的是，刹住了农村好面子攀比修房
的风气。”

�汉寿县农村出现新鲜事

农民进城买房 村里给予补贴

荷塘区微信群来了纪检监督员

倾听群众诉求 加强基层监督

宁乡
民生“小榜”聚民心

湖南日报11月 20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鲁应龙 闵杰勇）“提质改
造黑化公路1.5公里”“全村新增自来水管
道6千米”……近日，宁乡市煤炭坝镇贺家
湾村公示栏内张贴的一张“小榜”，引起了
村民的围观。原来这是该村党总支“晒”出
的民生实事榜和服务先锋榜，牵涉群众利
益的小事细事，事无巨细，民生事项、工作
举措、办理进度、承办单位或承办人，一目
了然。这项直接涉及群众切实利益的主题
教育民生实事榜工作，在宁乡全面铺开并
获得群众广泛好评。

煤炭坝镇因曾经长期开采和挖掘，生
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地下水水位低就是
其中之一。 为保障人民群众用水安全，解
决群众用水难问题， 煤炭坝镇联合中国
水务煤炭坝分公司启动了自来水村村通
工程， 整个工程计划新铺设管道超30千
米，入户5000余户，并把它纳入主题教育
民生实事榜，“在群众眼皮底下” 全面铺
开。

“现在已经通水了，目前正值冬季，干
旱缺水，自来水入户真是这个冬天最暖人
心的事，解开了村民的心头结。”该镇砖塘
村樟梅组组长欧文杰说。

“这是一条组级公路，在2018年就已
经成功申请立项了，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
拖到今年9月还没有动工。”据双龙村周家
塘组长贺中华介绍，该组公路硬化工程目
前进入了煤炭坝镇民生实事库，并由双龙
村党总支承办。双龙村主任贺维军上门入
户做工作50多次，召开党小组会、户主会3
次，最终统一思想。村民贺国军带头把自
家门前的晒谷坪贡献出来做混凝土搅拌
场， 村民欧正龙带头捐资筹劳共计3万余
元，全组共筹集资金10余万元。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陈健林) 眼下正值柚子成熟的季
节，11月18日， 在江永县粗石江镇下禾洞
村刘继源老人家的柚子园里， 一颗颗金黄
的柚子挂满枝头，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柚
果清香。今年75岁的“园主”刘继源和两个
儿子，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将柚子
打包装车，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年轻人在外打拼不容易，我们反正闲
着，做点事，帮他们减轻经济负担。”刘继源
介绍， 他和老伴在房前屋后种了1亩多柚
子树，平时施肥、杀虫，管理起来很简单。到
摘柚子的季节，子女们会回来帮忙，今年产
量1万多斤，收入在3万元左右，养老钱不
用愁。

“一株10年树龄的柚子树，年平均收
益在1000元左右。” 江永县粗石江镇党委
书记唐志辉介绍， 粗石江镇是江永香柚的
主要产区，这里气候适宜，土壤天然富硒，
种出的柚子色泽金黄， 嫩脆清甜， 香味浓
郁，在市场上颇受欢迎。农民在房前屋后种
上一二十株柚子树，10年后就会持续产生
经济效益， 稳定的收入足可以维持老两口
的生活。

近年来， 粗石江镇推行绿色养老计
划，鼓励引导农民在房前屋后种植果树，
并提供资金、技术、人力帮扶和免费供应
苗木。目前，全镇9个香柚合作社村90%
的家庭都种了柚子树， 面积约4万多亩，
年产香柚16万多吨。 中老年农民看着一
天天长大的柚子树， 乐呵呵地称它们是
自己的“养老树”。

江永：
“绿色养老”

引领农村养老新风尚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1541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20
493
4974

1
10
125

308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8910
59164

213
1527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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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1295097 元
01 1102 10 12 14 26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 月 20日

第 2019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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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 1040 766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08 173 243584

7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