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见习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刘晓斌 张雪珊 ）11
月下旬，身为邵阳市双清区“民间河
长”的曾庆雄像往常一样，开始当天
的巡河工作。在巡河过程中发现资江
小江湖渡口处有漂浮物，他立即拿出
手机拍照，发送至“双清民间河长”微
信群。 与此同时，河长办负责人收到
图片信息和反映的问题， 迅速处理。
不到3个小时， 曾庆雄就在手机上收
到处理完毕的照片和情况反馈。

曾庆雄是双清区的一名个体经营
户，也是一名冬泳爱好者，源于对河水
的热爱， 早在几年前便加入当地的红

十字保护母亲河志愿者协会。 今年7
月，双清区实行“民间河长制”，他踊跃
报名成为一名“民间河长”。“民间河
长”按照河道划分责任片区，主要负责
河流巡查、水污染及治水工程监督，收
集河流保护相关文字、图片、视频等信
息，宣传治河政策，收集市民意见，带
动居民护河爱水，提升护河能力。

自推行“民间河长制”以来，该区
一批热衷于爱河护河的河道志愿者
不断涌现。今年53岁的志愿者沈小梅
每周空闲时间，都要到河边捡拾沿岸
的垃圾。 在沈小梅的带动下，她的丈
夫也加入到志愿者行列。“现在大家

都知道爱护环境了，我捡拾的垃圾也
越来越少了。 ”沈小梅欣慰地说。

“以前河面上经常漂浮各种垃
圾。 现在河水干净多了，钓鱼的人也
多了！ ”家住资江河岸的市民孙志英
告诉记者。

目前, 双清区共有各级河长118
名、河道志愿者286名，他们主动承包
辖区大小河段，实行“包河治水”，构
建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管护网格，
实现了对全区大小河流守护治理的
“无缝覆盖”。 全区2个地表水监测断
面水质和市内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
全部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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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 11月 25日讯 （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王曌）从
提交工商注册相关资料到营业执照
到手，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办证仅用了20分钟。 11月22日，公司
负责人告诉记者，湘潭经开区建立专
人专班主动与公司对接，全方位的跟
踪服务确保了项目的签约落地。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 该区把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
起来，自查自纠梳理重大项目跟进不
及时、项目协调服务不到位等18个项
目落地难问题，召开专题推进会制定
整改方案，靶向发力实现各个击破。

“我们实行项目库动态管理制
度，确保一批意向项目转化为在洽在

谈项目、在洽在谈项目转化为拟签约
项目、拟签约项目转化为签约项目。 ”
湘潭经开区招商合作局负责人说，该
区每月制定招商引资项目目标，月底
进行项目完成情况梳理，项目进展与
个人绩效挂钩。今年1至10月，湘潭经
开区共签约项目18个， 合同引资
449.84亿元；9至10月新接洽项目39
个。

湘潭经开区建立专人专班跟踪
服务制度，项目服务始终贯穿项目引
进、签约、注册、开工等全过程。 同时，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服务
事项做加法、 办事程序做减
法， 形成了一套前台后台互
促、线上线下互动等“立体”审
批体系。

今年以来，湘潭经开区累计受理
办结行政审批事项225件， 实现审批
事项一次性通过率100%， 限时办结
率100%。 同时,推行重大产业项目承
诺制，按照“一窗受理、跟踪代办、按
职转办、归口承办”机制，为项目审批
节约时间。 截至11月22日，湘潭经开
区16个重大产业项目均按承诺制实
施。

今年1至10月， 该区完成技工贸
总收入1590.9亿元，同比增长20.6%；
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

大小河流守护治理“无缝覆盖”

志愿者带动居民护河

靶向发力促项目落地
1至10月签约项目18个 合同引资近450亿元

双清区：

湘潭经开区：

临澧县2407亩
废弃地实现复垦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杨洪福
朱新星）11月24日，临澧县太浮镇胜利村村民杨南海，在收
割完5亩晚稻后，又开始在6亩旱地移栽油菜。 他告诉记者：

“这些原是废弃多年的养殖场用地，今年搭帮政府，对废弃
地重新复垦开发，土地再次利用，老百姓再次受益。 ”

今年来， 临澧县高度重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暨
“空心房”整治工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召开现场办公
会督办。 县自然资源局牵头制定了3年行动实施方案，争取
新增耕地5000亩以上。 县里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有关部门
和各乡镇主要领导带头奋战在一线。 聘请技术单位同步开
展选址、测绘、设计等工作，多措并举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工作。

据临澧县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复垦废弃
地，今年该县新增农用地面积2407亩，在全省率先通过省
自然资源厅的验收。 新增农用地面积是去年复垦规模的5
倍，创历史新高，部分地块当年产生了经济效益。

江永建成湖南首条
乡村马拉松半程赛道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任泽旺) 湖南首条乡村马拉松半程赛道在江永建
成。 11月25日，记者在江永县半程马拉松专用赛道
高家村赛段看到，园林工人正在进行赛道沿线路段
绿化养护，确保呈现最佳景观效果。 江永县委宣传
部透露，目前赛道已全面完工，赛道沿线的安全标
识设置、排水沟整理等扫尾工作也已全部完成。

江永县半程马拉松专用赛道是全省首条乡村
马拉松半程赛道。 该赛道蜿蜒盘旋于夏层铺镇与兰
溪瑶族乡的崇山峻岭之间，起点在夏层铺镇上甘棠
游客中心，途经上甘棠村到兰溪瑶族乡的棠下村、山
水口村、带下村、动周村，再翻越动周坳到夏层铺镇
的寺下村、高家村、禾田村，回到上甘棠游客中心。该
赛道于今年3月动工开建，用时9个月建成，全程长
21.5公里，宽4.5至18米不等，赛道底层为水泥路基、
路面铺设红色沥青，总投资3000多万元。

据悉，2019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会暨“大美
永州”大穿越活动(江永站)将于11月29日至12月1
日举行，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4500余名选手
在赛道上挥洒汗水、畅享运动快乐。

“‘摄影发现中国’十大景观”发布
张家界入选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张明涛）11
月23日，“‘摄影发现中国’十大景观”授牌仪式在安徽黄山
黟县举行。张家界、黄山、坝上、恩施、九寨沟、喀纳斯、婺
源、雪乡、元阳梯田、周庄等10地入选。

今年5月，中国摄影家协会首次举办“‘摄影发现中国’
最美山水、最美城镇推荐地”征集推选活动。经一个月面向
全国征集，共收到有效推荐地3015个。经摄影、文化旅游、
新闻媒体等领域专家学者推荐，结合网友投票结果，组委
会首推以独特的摄影景观特色驰名海内外的张家界等10
个摄影地作为“十大最美景观”。

“摄影发现中国”系中国摄协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特别策划的活动，旨在通过此举展示摄影在国家发展中
起到的独特作用。

长沙市民可多渠道
购买芷江冰糖橙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龚卫国）
12月10日开始，长沙市民可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购买
到美味可口的芷江冰糖橙。 这是11月23日，记者从在长沙
举办的2019年芷江冰糖橙产品推介会上获得的信息。

推介会由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指导，芷江橙家班
农业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主题为“电商扶贫，产业
助农”。 当天，120多家客商代表参加推介会，3家客商与主
办方签约。 主办方负责人舒兴华介绍，他们售出的每一个
芷江冰糖橙都有五大品质标准、九大品控流程保障，如每
个冰糖橙含糖量达到13%至17%，无内伤、无畸形等。

芷江种植柑橘19.7万亩，年产30余万吨，其中冰糖橙种
植面积8.8万亩，年产12万余吨。近年来，芷江把冰糖橙列为
全县重点开发扶持项目，注重标准化栽培，并全力推进冰
糖橙电商扶贫。 冰糖橙已成为芷江农业支柱产业之一。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王建军

11月20日10时许，永州市冷水滩
区普利桥镇石溪江上，巡河志愿者潘
前跃划着蓝色小船缓缓靠岸，船上放
着的一堆垃圾是他上午打捞的成果。

“现在河里越来越干净，我这个
义务巡河员怕要‘下岗’了！ ”潘前跃
笑着说。 他把垃圾分类投入桥头垃圾
桶里，收拾好打捞工具返家。 每天义
务巡河2次，他已坚持2年。 在普利桥
镇， 像他一样巡河的志愿者还有很
多。

今年，普利桥镇在落实河长制工
作的基础上，选取地牌口至岚江大桥
新桥1500米河段作为“样板河”建设。

在一批以潘前跃为代表的志愿者带
动下， 当地村民自发成立志愿护河
队，自制或自费购买巡河船，每天早
晚巡河一次，清理河道垃圾，并及时
向村里反馈情况。

“镇内每条河流至少有两名河
长，镇级河长每10天巡河一次，村级
河长每周巡河一次，还聘用了22名河
道保洁员。 ”小里桥村支书、村级河长
谢顺芽说。

记者看到，普利桥镇每隔80余米
设置一个垃圾桶， 供村民投放垃圾。
镇里还投资400余万元， 建成污水处
理厂， 每天可处理污水
1800吨。 投资300余万
元， 打造1.5公里沿江风
光带， 配套建设广场、凉

亭等。
“以前休闲只能到镇上、市里，现

在家门口就有风光带，白天可以沿着
河边散步， 晚上就在桥头广场跳跳
舞。 ”68岁的村民杨桂英说。

“村民无偿让出部分土地支持风
光带建设，党员干部义务栽种、管护河
岸树木， 大家以‘河’ 为贵、 以绿为
荣。” 普利桥镇镇长罗保华介绍，该镇
依托河流，流转沿岸近500亩土地，创
办3家合作社，规模种植葡萄、红薯、油
菜、蔬菜、观赏性花木等，兴办采摘观
光农业，村民每年可增收1000余元。

南县湿地环境优
天鹅飞来欲越冬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通讯员 魏国栋 记者

龚柏威）11月21日， 在南县南洲国家湿地公园天
星洲，数十只野生白天鹅自由盘旋起舞。

“真是一群久违的‘稀客’，目前有30多只。 ”
听说白天鹅飞来越冬， 赶到现场的南县南洞庭湖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宁宇欣喜地说， 南洲国
家湿地公园是湘北地区重要的自然河流湿地资
源，水草丰沛、芦苇丛生，素有“天鹅王国”之称。以
前到了农历十月， 结队南迁的天鹅经常飞抵天星
洲越冬。 但这些年因长期粗放经营， 当地生态恶
化，天鹅一度销声匿迹。

近年来，南县加大对南洲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修
复力度。 投入945万元，将南洲湿地鸟类保护工作
与园林绿化工作融为一体，通过清除水藻、清淤、湿
地恢复、种植水生植物、建立鸟类野外监测站等，改
善湿地公园生态环境。如今，生态环境优化，白天鹅
等野生动物重新回迁天星洲。 不仅如此， 金雁、白
鹭、布谷、百灵和鹬等数十种鸟类，獾、鼬、兔、蛇、野
猫和刺猬等几十种动物，也在此繁衍生息。

� � � � 芙蓉区杨家山社区探索
睦邻自治

621户居民
春节前可用上燃气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邢骁 王佳） 最近几

天， 家住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杨家山社区市
直机关宿舍小区南院的居民们沉浸在喜悦当
中———燃气施工正式进场， 春节前这个老旧小区
终于有望通燃气， 扛着煤气罐爬高楼的日子即将
成为历史。

该市直机关宿舍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
初，由于房屋结构等原因，南院的621户居民始终
没能用上天然气，洗澡到一半没热水、急着做饭家
里气罐却空了的窘事时有发生。 看到隔壁的北院
早已燃气入户， 南院的住户们没少向燃气公司反
映，但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今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居民
们再次向街道及社区提出了通燃气的诉求。为方便推
进工作，杨家山社区成立睦邻之家物业管理事务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睦邻之家”），通过招募居民议事员，
召开邻里议事会，以居民自治推动实事落地。

燃气入户第一步是签约，需要业主签字。 但南
院住户中，50%是租户，社区工作人员和睦邻之家的
志愿者们便逐一上门、电话通知。燃气施工要改造屋
顶，施工难度大、修复费用高，退休工程师巩建刚现
场勘测、绘制图纸、反复论证，拿出了一套可行性方
案和图纸。方案有了，改造费用归谁收？党员彭小平
是退休财务人员，大家一致同意将改造费用交给他
收集。担心邻居们对方案不了解，楼栋长周慧组织志
愿者做起了宣传员和巡逻员……睦邻之家牵头、街
道社区参与、燃气公司出力，大家各负其责。

经过一系列前期工作， 燃气公司终于顺利进
场施工。

“河”为贵，绿为荣
———冷水滩区普利桥镇干群齐心打造“样板河”

水电气
一处办

11月25日，长沙供水有限
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市民在水
电气自助服务一体机上办理业
务。 19日起，长沙市水、电、气
三家公共服务企业实行营业厅
资源共享，陆续推出了5个“水
电气自助服务一体机”试点，方
便市民“一站式”自助办理水电
气缴费、查询、资料提交、发票
打印等业务。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张萍 摄影报道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205345
0 3443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74
519
7111

1
13
161

1979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053
79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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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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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5日 第2019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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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03 0508 14 21 22 24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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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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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713 1040 741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08 173 278184

9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