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
员 周璐 )自今天起至5月15日 ，长沙警
方将开展为期3个月的集中打击整治地
下“六合彩”专项行动。这是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公安局获悉的。

行动期间， 长沙公安机关将联合各
街道、乡镇和社区、村组，积极发动群众举

报违法犯罪线索， 营造强大的打击整治
声势，开展地毯式集中清查行动，精确打
击、端掉幕后团伙。为强化地下“六合彩”
赌博犯罪的专案攻坚能力， 长沙公安机
关坚持“三个一律”和“三个不放过”，即对
幕后经营老板、庄家、写单人员及团伙骨
干成员一律依法刑事拘留，对参赌人员、

贩卖码书码报人员一律依法行政拘留、
教育训诫， 对所有违法所得一律依法追
缴，确保人不归案不放过，打击处理不到
位不放过，违法所得不追回不放过。警方
还将严格落实属地治安部门、 辖区派出
所和社区民警的监管、查控责任，对于没
有及时发现、查处、报告的责任单位和责
任民警，将进行责任倒查。

市民发现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可拨
打110和0731-84782000电话向公安机
关举报。

万余岗位欲揽才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李宁 通讯员

薛国华） 中国湖南人才市场将于2月18日
在湘才国际会展中心举行2012年湖南省
春季大型人才交流会。

本次招聘会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主办， 省内外300余家知名实力企业
将进场揽才， 行业分布除了传统的生产、
酒店等，还涵盖有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 、 文化创意等多类战略性新兴产
业，将提供管理、研发、技术 、技工等各类
别岗位1万余个 。今年是首批 “90”后应届
大学生的毕业年，他们已经在年前展开了
第一波择业，随着毕业期的临近 ，他们纷
纷重返人才市场，预计18日将迎来新春人
才市场首轮供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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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陈永刚） 近1000名建设者顶着寒
风抓紧施工， 上100台施工机械在湘江大坝来回穿梭， 每天
浇筑混凝土超过3000立方米。 今天，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二期
泄水闸开始进行最后一个泄水闸门安装。 记者了解到， 湘江
长沙综合枢纽将于今年10月实现蓄水通航， 达到26米 （黄海
高程） 蓄水高度， 今冬 “湘江长沙段水位再创新低” 的新闻
不会再现。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主要建筑物由双线2000吨级船闸、 泄
水闸、 电站和坝顶公路桥组成。 目前， 由水电八局和中交二
航局承建的一期泄水闸及桥梁工程、 蔡家洲护岸工程均已全
面完工， 二期电站厂房及泄水闸土建部分已完成， 闸墩全部
到顶， 11个金属泄洪闸门已安装10个， 船闸与左汊桥梁工程
完成混凝土浇筑48.8万立方米， 占工程总量81.3%。 在现场，
记者还看到了日前运抵长沙的巨型船闸。 此次湘江长沙综合
枢纽船闸高度和宽度分别达近20米， 厚度2.5米， 重量400吨，
是目前全国内河流域最大船闸。

据了解， 今年10月蓄水通航， 对湘江沿岸库区堤防、 涵
闸、 排渍等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 随着湘江水位上升， 长沙
城区现有沿江雨水排渍泵站出水口将有60%以上淹没在江水
中， 雨水无法顺畅排到江中。 目前， 总投资23亿元的库区综
合整治工程已全面展开， 一期先完成26米以下泵站、 涵闸提
升改造任务， 加固沿岸堤防63.76公里。 长沙湘江综合枢纽
公司负责人介绍， 计划2014年实现第一台机组发电， 坝顶公
路通车； 2015年工程全面竣工。 届时， 湘江长沙段常年水位
将维持在29.7米至30.5米之间 ， 碧波荡漾的 “东方莱茵河 ”
美景将现于世人面前。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长沙地铁1号线一期工
程最北端的汽车北站站， 今天开始南侧主体结构施工。 作
为全线最长的地铁站， 汽车北站站未来将为地铁车辆到站
后折返提供条件。 今天， 记者跟随长沙市住建委负责人走
访地铁建设工地， 从望城坡到黄兴镇、 从汽车北站到万家
丽路南端， 长沙地铁1、 2号线建设正加速推进。 到明年10
月， 市民就可乘坐方便舒适的地铁出行了。

在长沙地铁2号线 “总停车场” ———位于2号线最东端
的黄兴车辆段， 记者看到， 该工程正在热火朝天施工， 预
计今年底可迎接首批地铁车辆入驻， 为明年2号线运营调试
提供条件。

地铁白天运营， 晚上休息， 车辆夜间集中停放及维修
地就是车辆段。 黄兴车辆段及综合基地位于黄兴镇， 是线
网性车辆大修基地 ， 未来将承担地铁2、 4号线车辆大修 、
日保养及月检修任务。 地铁2号线开通后， 到了夜间结束运
营时， 地铁车辆将全部集中到黄兴车辆段 ， 经一夜休整 ，
第二天一早再从这里出发， 继续为市民服务。 目前， 黄兴
车辆段及综合基地检修库主厂房、 运用库已基本完成桩基
础施工； 市政配套工程完成全部土方回填60余万立方米 ，
开始配套工程施工； 综合楼完成基坑开挖及地下一层底板
基础施工。 项目计划今年底具备轨道车辆接车条件。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负责人介绍， 长沙地铁2号线一期
工程目前已完成投资50余亿元， 全线19个站点中已有长沙
南站等15个站点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全线累计盾构掘进1.5
万余米， 计划今年6月实现洞通， 10月实现轨通， 明年3月
实现电通， 明年10月通车试运行。

长沙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共有13个站点开始主体工程施
工。 该工程计划洞通时间为明年3月， 轨通时间为明年9月，
电通时间为2014年3月， 全线建成通车试运行时间为2014年
底。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
10月蓄水通航

湘江长沙段今冬将告别枯水断流

长沙地铁建设加速推进

市民明年10月可坐地铁出行

本报2月15日讯 （通讯员 龙博 唐
造时 记者 柳德新）我省农村信用社改
革再擂战鼓。 省政府近日出台 《关于
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指导意
见》 （简称 《指导意见》）， 要求以深
化股份制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加
快高风险机构处置步伐， 逐步消化历
史包袱 ， 理顺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 ，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强化内控管理和
风险防范， 努力把农村信用社打造成
为产权明晰 、 资本充足 、 内控严密 、
运营安全、 质量和效益良好的现代农
村金融机构， 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服
务 “三农” 的重要作用。

根据《指导意见》，我省进一步深化

农村信用社改革将坚持政府主导、服务
“三农”、市场化运作、稳定县（市）级机
构的原则。“十二五”期间，全省农村信
用社将全面完成以县市区为单位的统
一法人改革，力争全省50%以上县（市）
级法人机构完成农村商业银行改制；一
批市州城区法人机构整合改制为农村
商业银行。

《指导意见》提出的深化农村信用
社改革的措施包括：推进股份制产权改
革，全面处置高风险机构，引进战略投
资者，切实转换经营机制。为此，我省将
推进县（市）级农村商业银行的组建和
市州城区机构的整合，探索国有资产参
与农村信用社股份制产权改革；大力引

进一批主业突出、治理良好、利益独立、
资金实力强、 经营稳定的战略投资者，
支持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农村信
用社改革，鼓励农村商业银行吸收合并
同城县（市）级法人机构。

《指导意见》强调，提升农村信用社
管理与服务水平。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履行对
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
职能，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机构，保障
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充分行使权
力。 加强农村信用社信息科技平台建
设，提高电子化、信息化服务水平，提高
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能力，增强支
农服务功能。

支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省农发行营业部
拟放贷百亿元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何舟 李浩）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农发行湖南
省分行营业部支行行长会议获悉， 省农发
行营业部今年计划在长沙累放贷款100亿
元，大力支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加快推进
农业科技创新， 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
能力。省农发行营业部计划，今年在巩固和
发展粮棉油购销储信贷的同时， 加大对农
业科技的贷款支持力度， 重点支持列入国
家和省级推广计划的优良品种、节水灌溉、
农产品加工、 农业机械等领域的科技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项目， 择优支持从事农业良
种“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骨干企业发展，
切实履行信贷支农职能。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
讯员 李荣芝 郭丁文 陶芳芳） 记者从
今天召开的长沙大河西先导区2012年
重点项目建设动员大会上获悉，该区今
年将重点建设项目274个， 工程总投资
2422亿元（估算），年度总投资642亿元。
河西新城建设再掀高潮。

围绕“完善长沙城市功能、提升长
沙城市品质、促进长沙产业升级”核心
任务， 今年是长沙大河西先导区3年行
动关键之年。在整体推进梅溪湖、洋湖
等品质高端形象片区建设的同时，按照
点、线、面结构布局，先导区将建设一系
列生机盎然的城市绿轴和大气典雅的
开放空间，以迅速形成新城形象。城市
绿轴包括坪塘大道、洋湖大道、潇湘大

道、梅溪湖环湖轴、大王山旅游度假区
轴、梅溪湖三环线、东方红路、肖河景观
生态绿轴等。 通过这些生态绿轴建设，
将形成总长45公里、 总面积250万平方
米的绿色长廊。同时，按照国际一流、国
内领先标准，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
高质量建设一批以城市广场为重点的
大小结合、风格各异、功能互补开放公
共空间，汇聚新城人气。今年将重点建
设梅溪湖文化艺术中心广场、洋湖城市
中心广场、 大王山会议会展中心广场、
梅溪湖西区广场及东方红广场、银杉广
场、万科城市广场、麓云广场、麓松广场
等。 通过城市公共空间和绿地绿轴建
设，先导区将在3年内实现500米出行半
径内有一个社区公园或一片城市绿地

（湿地）、1公里出行半径内有一个城市
公园或城市广场、5公里出行半径内有
一座森林公园或大型休闲公园的目标。

为发展度假旅游、金融商务 、现代
商业 、会议会展 、文化创意等现代服
务业 ，今年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还将
重点建设桃花岭景区 ，大王山 、巴溪
洲 、 象鼻窝3个体育公园 ， 世茂希尔
顿 、洋湖柏宁等五星级酒店 ，奥克斯 、
梅溪湖等两个城市商业综合体 ，民生
银行 、长沙银行 、省农村信用社等3个
金融项目 。同时 ，加快科技转化和教
育平台建设 ，重点建设梅溪湖科研中
心 、三甲医院及长郡实验中学 、师大
附中实验学校 、 中加国际实验学校 、
东方红中学等科教引领项目。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李奇 刘菊秀） 历经69个日夜的
治疗， 来自永州宁远县的联体姐妹千
言和万语， 今日从省儿童医院康复出
院了。

一大早， 由新生儿科 、 新生儿外
科医生做了最后的检查和评估后， 两
个 “独立 ” 的孩子回到了父母怀抱 。
省儿童医院院长祝益民教授介绍， 姐
妹俩各项生命体征正常， 没有出现后

遗症， 生长发育虽然稍落后于正常孩
子， 但营养状况还不错， 体重也增长
得比较理想， 从入院总重3.93 Kg增加
到如今分别为3.73 Kg和3.74 Kg。 尽
管恢复得不错， 但她们仍是一对特殊
的孩子， 专家表示， 由于出生后一直
相连， 姐妹俩脊柱向后弯曲， 这些需
要在今后进行适度训练， 出院后父母
将独立抚养照顾她们， 这对父母来说
是个不小的挑战。

据统计， 联体双胞胎的患病率为
十万分之三左右， 当今世界联体女婴
分离术的存活率仅为8.5%。 2011年11
月29日， 联体姐妹出生， 2012年1月11
日， 在省儿童医院成功实施分离手术，
成为该院成功分离的第二例联体婴儿。
祝益民表示， 医院将对姐妹俩的健康
状况进行追踪和随访， 同时也希望社
会能更多地关注和关爱先天畸形患儿。

本报2月15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
员 毛力 干建军 龙博）作为我省水利改
革的 “重头戏 ”，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已
迈出成功步伐。据省水利厅、省财政厅透
露，我省正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补充、群
众参与”的原则，在公共财政大幅度增加
对水利投入的同时， 不断拓宽水利投融
资渠道， 社会资金和农民群众参与水利
建设积极性高涨。

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体， 大幅度增

加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去年9月开始
实施的《湖南省加快水利改革试点方案》
确定， 保持公共财政对水利投入的持续
稳定增加。自2011年开始，以年度财政经
常性收入增长数据为依据， 各级财政每
年预算安排水利建设投入的增幅与同期
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同步。2011年，中
央和省、市、县财政水利投入达149.25亿
元 ，增长55.4%，重点支持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农村安全饮水 、中小河流治理 、小

型农田水利等项目建设。
以构建水利融资平台为纽带， 引导金

融机构增加水利信贷资金。 作为省级水利
融资平台公司， 湖南水利投资有限公司正
通过直接、间接融资方式，吸引社会资金参
与水利建设。目前，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都把
水利作为基础设施贷款支持重点， 仅去年
就投入水利资金23亿多元。 湖南水利投资

有限公司与有关方面联合组建衡阳湘水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交通银
行合作， 投资3.5亿元建设衡阳耒水东岸防
洪工程，项目已于今年1月开工。

以激励机制为动力， 引导农民群众
筹资投劳兴修水利。 我省扩大 “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范围，去年奖补资金达15.5
亿元， 农田水利设施成为财政奖补主要
对象， 带动农民群众参与农田水利建设
达1000万人次。

水利投融资渠道拓宽
●去年各级财政水利投入达149.25亿元， 增长55.4%
●社会资金和农民群众参与水利建设积极性高涨

打造现代农村金融机构
省政府要求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平安春运 快乐出行

阴雨雪天气持续
交通运输须注意安全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尹婷） 省气象台预计， 受冷空气影
响 ， 未来几天我省仍将持续阴雨雪天
气 ，大部分地区气温普遍偏低 ，其中湘
西局部有冰冻 。气象专家提醒 ，雨雪天
气易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和道路
结冰等现象，相关地区和部门应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交通安全。

根据预报，今天省内有小到中雨过
程，湘北局部降水较明显，气温低迷；16
日至18日，受高空小槽及补充南下的地
面冷空气影响 ，湘北阴雨雪相间 ，其他
地区有一次雨雪过程 ， 湘西局地有冰
冻；19日，受高空弱脊控制，湘北天气短
暂好转，气温明显回升。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孙宝柱） 记者今天从铁路部门了解
到，15日至17日省内各火车站大部分方
向车票趋于宽松。

铁路部门介绍，最近3天车票具体情
况如下 ：长沙站前往宝鸡 、济南 、成都 、
重庆、南宁方向以及省内短途车票较为
宽松；衡阳站前往郑州、上海、岳阳方向
的车票较为宽松； 邵阳站前往广州、深
圳、上海、长沙方向的车票相对宽松；岳
阳站前往广州 、西安 、衡阳方向的车票
相对宽松；娄底站前往广州、上海、成都
方向的车票较为宽松 ； 永州站前往长
沙、上海方向车票较为宽松。

近3天火车票趋于宽松

长沙开展地下“六合彩”专项整治
可拨打110和0731-84782000电话举报

联体姐妹“千言”“万语”康复出院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再掀建设高潮
今年敲定27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过2400亿元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2月 15日

第 2012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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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 1000 561000

组选三 517 320 165440
组选六 0 160 0

7 75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000000
0 5313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25
985

11025

14
28
363

261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7986
132581

453
341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2年2月15日 第201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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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438 元
03 2304 13 21 24 25 30

2月14日晚， “菊次郎的夏天———久石让钢琴曲龙猫乐
队梦幻之旅演奏会” 在湖南大剧院上演， 精彩的钢琴演奏
引人入胜。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杨宗源 摄

丢弃实名火车票须撕毁二维码
本报2月15日讯（通讯员 宁湘波 记

者 贺威）“请妥善保存好您的车票，以防
信息泄露。”今天上午，在娄底火车站出
站口， 一名工作人员看见旅客将手中的
火车票随意丢掉时，对旅客进行提醒。

今年春运， 铁路全面实行火车票实
名购票， 每一张实名制火车票的右下角
都印有二维码， 其中包含着旅客的身份
证号码等重要信息。 据火车站工作人员
介绍， 实名制火车票左下角印着乘客的
真实姓名和隐去4个数字的身份证号码，
右下角是二维码区域。 如果车票上的信
息被不法分子获取， 可能被不法分子利
用票上的信息进行申请信用卡、 制作假
证等违法犯罪活动，后果难以预料。

2月13日， 怀化市洪江区横岩乡中心小学学生吃着热腾腾的免费午餐。 当日， 洪江古商城文化旅游产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斥资500万元， 启动 “免费午餐·公益洪江” 活动， 为农村小学的学生和老师提供免费午餐。 刘文颖 蒋仕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