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
讯员 熊友安 徐晓海）12月15日，天气严寒，
安乡县官垱镇大杨树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
却热火朝天，村民们正在建设沟渠、平整田
块、拓宽机耕道。现场督工的村党总支书记谭
环平说：“高标准农田就是好，现在村里已流
转1600多亩。”目前，该县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21.76万亩，约占全县农田1/3。

安乡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结合
机械化作业，每隔400米建机耕路，每200米

建生产道，实现田路相通、农机畅通；结合农
业园区标准化建设，促进土地流转规模化；考
虑耕地安全，建立健全农田灌溉水水源调查、
评估、监测及预警制度，控制土壤新增污染。

同时，嵌入农田地力提升、生产环境改
善、产品质量可溯 3大工程，保障优良产地环
境。目前，全县常年推广绿肥生产10万亩，建
成高效节水型高标准农田9000余亩，配套建
设一批田间农产品速测室、田间变频诱蛾灯、
田间生产操作监控、田边生鲜销售冷藏库等

辅助设施。通过渠道两岸和路边植树造林种
草等措施，提高水源涵养能力，减少和有效控
制水土流失，增强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注重
田间清理，建立专职保洁员、专业合作社、农
药经营门店强制回收制度，确保农药包装废
弃物无害化处理。

目前，该县已建成万亩优质稻基地、万亩
蔬菜基地、万亩稻虾立体综合种养基地、万亩
特色中药材基地，形成有主导特色、有龙头带
动、有设施配套的区域产业布局。全县耕地流

转面积56.8万亩，流转率70.1%。高标准农田
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形成农民“土地流转
收入+入股分红+务工收入”多元增收模式。

高标准农田助力乡村振兴
已建成高标准农田21.76万亩，约占全县农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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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
员 刘杰华 李俊）12 月 16 日，在收到县气象
局农业气象观测站为全县农业用户发出强冷
空气消息后，靖州渠阳镇三里村新农瓜菜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吴才进组织抢收了最后一批
露天黄白菜、红菜薹，还对基地大棚进行了覆
盖、加固，对苗棚进行覆盖保暖。

针对过去农业“靠天吃饭”的状况，靖州气
象局设立了县级农业气象观测站，在靖州各大

型农业生产基地的稻田边、大棚内、果园里都
安装了农业气象要素监测点，长期对本地的自
然物候及农作物进行观测记录，除及时预报气
象信息，监测的要素还包括温度、湿度等。

在靖州，在现代高科技气象技术的辅助
下，如今越来越多的像新农瓜菜专业合作社
这样的农业组织根据气象信息自主控制农业
生产进程，实现了从“看天吃饭”到“知天吃
饭”。今年 9 月份，持续近一个月的连阴雨天

气，为减少稻农的损失，靖州气象局根据监测
信息，提前发布灾情提示，以“一天一报”的形
式在杂交稻制种微信群里发布天气信息，提
供农事建议，让农户及时知晓天气情况，抢收
抢割，为全县水稻制种农户们减少了经济损
失上亿元。

靖州是有名的“中国杨梅之乡”，梅农年
年要为杨梅采摘期连续降雨发愁。靖州气象
局开展杨梅物候观测气象服务，在杨梅成熟

前半个月制作“杨梅成熟期预测”服务产品。
杨梅采摘期间，县气象局每天向杨梅种植户
发布天气消息，指导果农合理安排采摘，尽量
减少杨梅产量和品质受天气因素的影响。同
时，在县气象局、县农业局的共同努力下，太
平洋保险公司在 2018 年推出了全省第一份
杨梅气象指数保险“杨梅采摘期降雨气象指
数保险”。据统计，至 2020 年，该保险已累计
赔付杨梅种植户700万元。

从“看天吃饭”到“知天吃饭”靖州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肖湘
平 何杏）12 月 22 日，由湘潭产业集团承建的湘潭市生
态绿心森林步道进入扫尾阶段，即将对市民开放。这条
步道位于长株潭三地交界处，天晴可闻三地鸡鸣，登高
可览三地风景。

记者“踩点”步道，看到现场施工人员忙着整理路面，
种植绿植，进行步道扫尾工作。目前，步道主路已拉通，路
边的太阳能路灯、石凳全部安装到位，休息点、公共设施
及观望台建设完成。沿着步道游览，青松迎客、山花诱人。
当地有名的大青山茶场在步道一侧，成片的茶林孕育着
新芽。从步道下来，国家4A级景区盘龙大观园近在眼前。

湘潭市生态绿心森林步道项目总投资3500万元，路
段全长8.95公里，步道依山就势，减少对原始地形、地貌
的破坏，形成一条天然的“氧吧长廊”。“生态步道与周边的
昭山风景名胜区和盘龙大观园形成休闲路网系统，能有
效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将成为长株潭三地居民骑行、
徒步、休闲的好去处。”湘潭产业集团项目负责人说。

湘潭新步道
可览长株潭三地风景

湖南日报 12月 23日讯（记
者 邹娜妮 通讯员 张杰军）12月
23 日，娄底举行 2020 年“5G+数
字经济”峰会，现场与通信运营商
进行 5G 战略合作签约。近年来，
娄底以建设“智慧娄底”为抓手，
把信息化产业发展作为引领性、
基础性工程系统推进，深耕信息
基础设施、智慧政务、智慧产业等
5大领域27项重点应用服务。

截至目前，“智慧娄底”项目已
完成投资2.7亿余元，上线子项目
14个。其中，“云上娄底”大数据中
心通过以租代建的形式，大幅降低
相关部门信息系统的部署和运维
成本，每年节省开支达50%以上。

2019 年，“智慧娄底”项目荣
获中国领军智慧城市奖。在通过
数字赋能产业的同时，娄底更加
注重数字经济的谋篇布局，加快
发展 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带动 480 余家中小微企
业入驻，推动形成互联网、大数据
上下游协同发展的新型产业链，
现已形成视频直播、电子商务、创
新创业、区块链、大数据和网络信
息安全等六大板块。

让数字经济成为撬动全市高
质量发展的新支点，推进信息化与
工业化深度融合，鼓励企业“上云

上平台”，倾力打造娄底“产业云”。截至11月
底，该市“上云”企业达 4172家，“上平台”企
业 261 家，16 家企业被评为全省“上云上平
台”标杆企业。前三季度，娄底互联网和大数
据产业在疫情冲击下逆势成长，实现产值近
22.4亿元，税收7000多万元。

目前，该市5G站点已交付1009个，开通
945个，中心城区与重点区域基本实现5G信
号全覆盖。该市将布局数字经济“五张网”，需
求侧打造“消费互联网”，供给侧打造“产业互
联网”，平台侧打造“共享互联网”，资源侧打
造“数据互联网”，政府侧打造“政务互联网”。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李琳
娜）“按‘评价器’现场评价，监督激励工作人员办事又好
又快。”12 月 18 日，平江县政务服务中心“一件事一次
办”综合窗口前，企业主余香海几分钟完成注销登记后，
给出“非常满意”评价。

今年8月，平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围绕“一件事一次
办”改革，在全省县域率先投入服务“好差评”系统。市民完
成业务办理后，工作人员邀请其使用“好差评”评价器，对
服务进行评价。目前，该局已接受“好差评”2.1万余条，满
意率达99.43%。对评价“不满意”的，及时回访、整改，做到
事事有回音。同时，积极拓宽评价渠道，办事群众可通过

“平江政务”服务号进行网上、掌上、短信等多种方式评价。
以开展“好差评”为契机，该局还实行“智能化”考

核，利用智能化考核系统，对评价管理、服务跟踪、电子
查岗、绩效管理等进行动态数据智能化监管，推动窗口
服务提速提质。目前，政务服务办件时间提速67%以上，
92%的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服务“好差评”考核“智能化”

平江政务服务提速提质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通讯员 龙慧 王
珺 郭飞 湖南日报记者 周紫云)“这下安心了，
钱终于发到手上。感谢你们为老百姓办实事。”
12月17日上午，拿到退款，怀化市鹤城区城南
街道办事处禾塘村村民梁顺福高兴地说。

日前，鹤城区纪委监委开展“双贴一提”活
动，即贴近基层、纪检干部走下去，贴近百姓、信
访举报降下来，提高纪检监察机关公信力。

据群众反映，有个项目征地拆迁款没发
放到位。经核实，原蒲天垄村6组组长梁某的
违纪违法问题浮出水面。因项目建设需要，前
些年征用原蒲天垄村5组和6组的一块争议
地，征地款 15.48万元。梁某利用职务便利，
虚构事实，将征地款骗出据为己有。鹤城区纪
委监委将该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查处，并全程
跟踪案件办理情况，该案判决后，督促相关部
门及时将15.48万元涉案资金拨到城南街道
账上，并约定12月17日召开清退现场会。

当天上午，禾塘村村部院子挤满了人。城南
街道办事处纪工委负责人叮嘱村民排队办理相
关手续，核对各自的土地面积和金额后签字。看
到自己的钱悉数退回来，村民们喜笑颜开。

针对该案暴露的问题，该区 11 个乡镇
(街道)就重点项目资金问题加大自查、管理
力度，避免此类现象再发生。区纪委监委同步推进群众
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严肃查处贪污侵占、虚
报冒领、截留挪用等问题。

截至目前，鹤城区对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立案
35 件，查处 29 人，追缴违纪违法资金 214.83 万元，退还
群众125.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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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群众在表演节目《嫁女歌》。
当天，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桂花村瑶族同
胞以酒粑节为媒，联合周边6个村举办文化
联谊活动。村民们载歌载舞，喜迎2021年元
旦佳节。 严钦龙 摄

文化联谊迎新年

湖南日报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付勇 唐孟明 何丽

12月22日早上8时，东安县井头圩镇岭观村
卫生室的大门准时打开。今天来看病的村民比较
多，村医唐军华有点忙不过来，于是他给在上大村
当村医的妻子伍艳芳打电话，请她过来帮忙。

岭观村、上大村都是省级贫困村，夫妻俩
分别在两个村子当村医，至今已有 20 年。每
天，夫妻俩同时出门，赶往各自的卫生室上班。
有时，他们也会相互帮忙，搭档出诊。

“我是老肩周炎，有 10 多年了，天气一变
就疼。我儿子不在家，全靠他们照顾我。”“我身
体不舒服的时候，也是他们两个给看好的。我
最相信他们两口子，现在我们熟悉了，相处就
跟家人一样。”在岭观村卫生室打点滴的贫困
户陈玉花、村民张小玲分别告诉记者。

唐军华、伍艳芳都是上大村村民，共同毕业
于祁阳卫校。他们有志于改变农村看病难现象，

2000年组建家庭后，便决定回到农村当村医。
伍艳芳回忆，刚开始村里还没有水泥路，条件

非常艰苦，有时候夫妻俩要走半天时间才能到达病
人家里。“现在我们贫困村有国家的支持，路通了，
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给村民看病方便了。”她说。

20年来，夫妻俩细心接诊、耐心随访，乐当村
民健康“守护神”，让2个村600多名慢性病患者
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满足。村医的工作很辛苦，但
两个人互相帮衬，苦中作乐，工作效率高，村民们
的信任和肯定也让他们收获幸福感、成就感。

“有一天深夜11时，我腹泻脱水，如果不是
他们连夜赶到我家，后果不堪设想。”岭观村贫
困户石秋桂感激地说，“还有一次，隔壁有个小
孩发高烧，他们接到电话就马上坐摩托车过来，

那天下好大的雨，他们到的时候全身都淋湿了。
小孩退烧已经是凌晨4时多，他们一晚没睡。”

夫妻俩的热心事不胜枚举。这些年，曾经
有更好的机会摆在唐军华、伍艳芳面前，但他
们都放弃了。“2013年县里招医生到卫生院上
班，还带编。我老公觉得还是在这里服务乡亲
好一些。”伍艳芳说。

“老人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
我们也把他们当亲人。现在是我离不开这里的
老百姓，老百姓也离不开我了。”唐军华说，他
对现在的生活和工作都挺满意的，以后也会继
续为2个贫困村的村民做好服务。

“在哪里行医都一样。他舍不得走，我就陪
着他。”伍艳芳深情地说。

“他舍不得走，我就陪着他”
——东安县一对村医夫妻坚守贫困村20年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全江玲

12月20日，2020年中国户外健身休闲大
会慈利站暨张家界大峡谷极限运动隆重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极限运动爱好者齐聚张家界
大峡谷景区，在玻璃桥上共同竞技。

此次赛事共设有攀岩比赛、障碍攀爬自行
车赛、蹦极跳远赛。为了提高赛事的全民参与
度，除了紧张刺激的比赛以外，主会场区域内
还设置了负重跑、徒步等亲民运动。有趣的活
动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运动爱好者和市民前
来参与。

中国首位世界冠军车手、障碍攀爬世界锦
标赛意大利站冠军赵旋等12名极限攀爬选手
在世界上最高最长的玻璃桥上“极限碰撞”。自
行车攀爬是一项高难度运动，挑战性强，也极具
观赏性，豚跳、转体360度、G形转体、靠前轮支
撑转体 720 度……这些高难度的街式攀爬动
作，选手们手到擒来，引得游客纷纷拍手叫好。

万众瞩目的蹦极跳远挑战大赛在大峡谷
景区火热展开。来自世界各地的蹦极爱好者将

在300米的高山峡谷间自由落体，反复多次的
弹起又落下，最后以跳远的距离决定比赛成
绩。

除了障碍攀爬自行车赛和蹦极跳远比赛
外，岩壁攀岩也让本次比赛增添了更多新意。
在大峡谷峭壁上，与巍峨的峭壁相比，选手们
的身影更显渺小，但他们始终坚定的往上攀
爬、时而侧拉、时而反提、时而转换一点点朝岩
壁顶端移动，峡谷响起阵阵欢呼声。

高空“炫技”绝壁“起舞”

湖南日报12月23日
讯（记者 李曼斯 通讯
员 杨述红 谭檀）2017年
洪灾曾给位于历经铺街
道的宁乡沙河市场带来
沉重打击，今年年初的新
冠肺炎疫情又给众多商
户带来冲击。然而，经受
种种磨难的沙河市场今
年创下佳绩——70 多名
商户在沙河市场经营户
党 总 支 号 召 下“ 抱 团 取
暖”成立的贸易公司，今
年营业额已超过 400 万
元。12 月 19 日，贸易公司
召开股东大会，发放了10
多万元的分红。

唐老板在沙河市场
经商多年，最令他头痛的
就是小孩入学问题。来自
邵东的他一家户口都在
老家，在宁乡没有房产，
达不到入学条件。开学前
几天，唐老板赶到沙河市
场党群服务中心反映情
况。沙河市场优化营商环
境服务点工作人员立马对接历经铺街
道、基地校，在开学前一天，帮助他女儿
成功入学宁乡东城小学。

沙河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还建立了
人民调解员驻点制度，人民调解员赵新
江每天在服务点为商户提供司法调解
服务。目前已调解了意外人身事故赔
偿、商业债务纠纷、经营门面租赁纠纷、
住房租赁纠纷等 20 余起法律纠纷，提
供法律援助咨询 30 余起，增强商户文
明合法经营意识。

据了解，宁乡历经铺街道以党建引
领，引导社会参与，强化服务创新，从“党
建”“健康”“法律”“教育”“政策”“经营”
六个服务包入手，为沙河市场共 997 户
商户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了市
场持续健康发展。六大服务包多管齐下，
市场迅速恢复活力，预计今年销售额将
逼近4亿元，同比去年销售额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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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 ，道
县横岭瑶族乡丰木
山村瑶家黑山羊养
殖合作社，党员致富
能人邓述德（右四）为
农民传授养殖技术。
当天，该县邀请邓述
德为农民免费传授黑
山羊建场、选种、配
料、清圈、育苗、防病
等系统养殖技术，帮
助农民发展养羊，拓
宽增收渠道。

蒋克青 陈志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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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3日 第2020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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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56 3346 80 30 13 61 316
310 31 60 37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开奖信息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1
6

278
812
7911
13612
83161

中奖注数
（湖南）

0
0
5
17
145
315
1762

单注奖金
（元）
930289
22149
956
200
5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20年12月23日 第2020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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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6 07 13 17 19 28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2020年12月23日
第2020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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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1406
0

4914

单注奖金（元）
1340
446
223

中奖金额（元）
1884040

0
109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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