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7日， 市民在绿意盎然、 花团锦簇的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散步。 近日，
该区用4万盆鲜花， 将雷锋镇装扮一新。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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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2 月 27日

第 2012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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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1000 459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516 160 82560

3 20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15852
0 2199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42
1106
11234

3
25
310

205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8854
130014

459
3369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2年2月27日 第20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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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0408 10 11 20 24 29

� � � � （上接1版①）
徐明华要求， 认真落实各项惠农政

策，不断完善地方粮食储备体系，加强市
场监测和应急体系建设，加强粮油质量监
管，提高全省粮食宏观调控能力，维护粮

食市场和价格稳定。 要着力培育产业集
群，发展精深加工，推进品牌建设，发展现
代物流，加快推进粮油 “千亿产业”工程
建设，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富民强省作
出新贡献。

� � � � （上接1版②）
走进生产车间， 没有记者想象

中震耳的噪音、 满天的粉尘和难闻
的气味，工人们穿戴整洁，生产井然
有序。 52岁的车间主任李文定悠闲
地在自动控制室里查看仪表。“我干

这行近30年了， 以前在车间里呆一
天，整个人跟煤矿工人没两样，再厚
的口鼻罩都不顶用。 ” 老李高兴地
说，“公司投入2500多万元， 建立了
循环水冷却、脱硫除尘、尾渣利用、
布袋吸尘、生活污水处理、低噪音运

行设备等一系列环保设施， 大大降
低了石墨化增碳剂和锂离子电池石
墨负极材料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产
污、排污，进一步提升了低碳生产和
清洁生产水平。 ”

漫步厂区， 让人仿佛置身于旅

游景点，赏心悦目。 在厂区广场中
央，“创造低碳，我们正在努力！ ”的
宣传牌煞是抢眼 。 黎应和告诉记
者，公司的成长历程使他明白了一
个道理 :创造低碳，走“两型”之路，
才是企业真正的长远发展之道。

� � � � （上接1版③）

历时8个月修改18次
去年4月， 省委九届十次全会提出了

推进“四化两型”、建设“四个湖南”的发展
战略。省第十次党代会强调要大力推进科
教兴省，建设创新型湖南。

去年6月23日， 省委常委会决定由省
科技厅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起草《创
新型湖南建设纲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周强指示：“要加快制定创新型
湖南建设纲要， 推动经济进入科学发展、
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省委副
书记、 省长徐守盛批示：“要多部门配合，
集中各方智慧，编制好《纲要》”。

在省委副书记梅克保， 省委常委、省
委组织部部长郭开朗的直接领导下，省科
技厅成立了起草工作领导小组和起草班
子，深入调研，凝聚各方智慧，先后作了18
次比较大的修改。 《纲要》充分对接了我省
“十二五”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科技、教
育、 人才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专项规
划，并与“绿色湖南”、“数字湖南”、“法治
湖南”建设相衔接。

《纲要》于今年1月31日经省政府常务
会议原则通过，2月23日省委常委会议审
定，即将由省委、省政府公布实施。

特别突出产学研协同创新
《纲要》如何定位创新型湖南？ 据介

绍， 根据有关研究报告和专家的建议，创
新型湖南是指以科技创新为主体、以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全社会协同创新。
这样定位创新型湖南，既充分体现了创新
型国家的精神实质，又突出了科技创新在
创新型湖南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体现了全
社会的协同创新。

《纲要》的特点有3个。 一是集中体现
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最新
精神。 把“创新的核心是科技，基础在教
育，根本在体制机制，关键在人才”等指示
和部署，贯穿《纲要》始终。 二是特别突出
了对“四化两型”和“两个加快”的科技支
撑引领。围绕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从要
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突出了高新技术
发展及其产业化和现代服务业的科技支
撑、民生科技、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等。围绕
贯彻2012年中央1号文件， 突出了现代农
业科技支撑和县市区科技创新与服务能
力提升。 三是特别突出了产学研协同创
新。强化了各级各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协同
创新，强化了以产业链为基础的产学研协
同创新，强化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深
度合作，强化了跨国界、跨省域、跨地区、
跨学科的协同创新， 加快形成大开放、大
合作、大协同的创新格局。

9大创新工程加快富民强省
据介绍，《纲要》 分为4大部分， 共22

条。第一部分，现实基础与发展需求。第二
部分，总体思路和建设目标。总体思路：以

科学发展、富民强省为主题，以支撑加快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为核心，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协同
创新、开放创新、全民创新，构建具有湖南
特色的创新体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重
大科技的需求，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由
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推进“四化
两型”、实现“两个加快”提供有力科技支
撑。 总体目标：到2015年，全民创新意识明
显增强， 开放协同创新水平显著提高，科
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大幅度
提升，全社会创新格局基本形成，具有湖
南特色的创新体系基本建成；到2020年建
成创新型湖南。 第三部分，重点任务。 《纲
要》 将重点任务凝练、 聚焦为9大创新工
程。 这9大工程可分为3个层面，第一个层
面为 “四化两型 ”科技支撑工程 ，主要包
括：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工程、现代农业
科技支撑工程、现代服务业科技支撑工程、
民生科技工程、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工程等5
个工程；第二个层面为条件能力建设工程，
主要包括： 县市区科技创新与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创新型人才培养造就工程、创新体
系与平台建设工程等3个工程；第三个层面
为科技成果转化工程。这些工程突出重点、
瞄准难点、聚焦热点，紧贴湖南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需求， 工程的实施将极大地推进
湖南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
驱动转变，加快富民强省进程。 第四部分，
保障措施。 《纲要》从组织机制、工作机制、
政策机制、环境机制等方面提出了9项保障
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二是建立健全多
元化多渠道的投融资体系； 三是加强社会
管理和政府管理创新； 四是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五是落实完善创新政策；六是实施科
技重大专项；七是积极推进协同创新；八是
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九
是优化创新环境。

5大举措保证落实
为保证《纲要》的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一是加强组织领
导， 成立创新型湖南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领导创新型湖南建设工作。 二是建立
工作机制，把创新型湖南建设的各项任务
分解落实到各级党委、 政府及相关部门，
尽快制定出台实施意见和相关政策 、举
措，明确任务和责任。 三是加大创新投入，
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创新投入的
力度，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同时进一步
强化企业投入主体， 建立健全多元化、多
渠道的投融资体系。 四是建立考核和督导
制度， 建立创新型湖南建设考核评价体
系，制定考核办法，建立科技创新督导制
度，加强对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落
实创新型湖南建设工作和任务的考核与
督导。 五是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创新
型湖南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重大
工程，形成全社会支持创新、鼓励创新、参
与创新、 共同建设创新型湖南的良好氛
围。

（紧接1版④）雷锋的伟大，来自于平
凡；雷锋形象的高大，来自于真实；
他为人民服务，不计功利；他乐于助
人，但不思图报。

雷锋是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历
程中无数先进模范人物的典范。 正
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雷锋这
个光辉的名字和他崇高的精神品
格 ， 在历史发展中始终焕发着光
彩。 ”事实上，神州大地上，弘扬雷锋
精神的实践从来就没有止步。 “活雷
锋”的称谓，已成为对我们身边先进
模范人物的最高褒奖。

时代呼唤雷锋，呼唤雷锋精神。
当 “道德失范 ”、“诚信缺失 ”、

“精神滑坡”之类的字眼频频进入人
们的视线时，越来越多的人震撼：忘
记雷锋，迷失的是我们自己；丢掉雷
锋精神，茫然的是整个民族。

弘扬雷锋精神， 并不是在重复
一种历史记忆， 默念一种抽象的符
号。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弘扬、践
行雷锋精神， 很大程度上不是去救
助和拯救别人，而是拯救我们自己，
寻找我们曾经丢失的心灵钥匙，找
回那种让我们充实、幸福、快乐的高
贵情感。

文化基因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存
在和发展。雷锋精神被亿万人接受，
成为共同的认知，并以此为对照，实
现自我的完善和超越， 促进社会的
和谐、 文明和进步。 这是思想的认
同，心灵的契接，是一个灵魂出入另
一个灵魂的碰撞、 启迪和接纳的结
果。 这种接纳是自觉的，内在的，无
声的，也是柔性的、持久永恒的。

雷锋精神作为人文精神、 人文
智慧，已超越了具体的时空，有更大
的覆盖领域， 上升到普通人类思维
的高度， 成为了一种文明行为的概
括，一个高尚人格的象征，一种道德
的表述，一个文化符号。

学习雷锋， 既不是一种道德负
担，也不是由外而内的强制律令，而
应该是一种发自我们内心的自为追
求。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
深层次矛盾， 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的
相互交融，弘扬雷锋精神，有利于推
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
装全党、教育人民；有利于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全民族力
量； 有利于用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全
体人民的信心与斗志； 有利
于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
尚，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在道德精神的高地上， 整个社
会的价值指向， 总是和雷锋精神紧
密相连。

三，雷锋，是三湘大地
的地理坐标， 更是7000万
湖湘儿女信仰的方向

湖南， 是雷锋的故乡。 雷锋精
神，是这块土地上的地理坐标，更是
7000万湖湘儿女信仰的方向。

雷锋故乡学雷锋， 有着深厚的
感情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有了
英雄的引领， 湖南这块红色的沃土
上，英雄辈出———

在感动新中国的百位人物中 ，
湖南人占据着7席；在历时10年的感
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中，有4位湖南
人站到了领奖台上； 在三届全国道
德模范评选中，有8名湖南人占到了
道德建设的高地上。 他们不仅仅是
自己践行雷锋精神的体现， 同样见
证着半个世纪来湖南人争做雷锋精
神传人的不懈追求！

雷锋是长沙的骄傲。 没有哪一
座城市像长沙这样一直深刻记忆着
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 也没有哪一
座城市像长沙这样一直推崇景仰着
雷锋伟大的精神。

在长沙，学雷锋的“粉丝”有个
昵称———“蜂蜜”。 不难发现，称谓
的背后蕴含着 “用自己的辛劳奉献
甜蜜”的思想意境。而
这个庞大的志愿者群
体高达30万人。 2012
年春运期间， 长沙火
车站在网上发布一贴
“招募令 ”，“蜂蜜 ”团
队 就 有 2000多 人 报
名。 咸嘉新村社区常
住人口1.2万人，其中
学雷锋志愿者就达到
7000人。 这样的比例
不谓不高。

在这支浩浩荡荡
的以雷锋为 标 杆 的
“队伍 ”里 ，既有耄耋
老人， 也有稚气未褪
的孩童； 尽管职业不
同，岗位各异，但他们
高扬的旗号上写着共
同的名字———雷锋。

正是在这种“坐标”的引领下 ，
在长沙，在全省，雷锋式的人物，雷
锋式的事迹， 成为三湘大地的一道
独特风景———

衡阳一对农村夫妇在出租车上
遗失了为孩子治病的2万多元救命
钱，长沙市民通过媒体的报道，出租
车司机、 私家车主们从四面八方赶
到现场，2个小时内现场捐款超过5
万元；

去年的最后一天， 长沙市出租
汽车公司驾驶员刘小聪捡到15万元
现金，第一时间上交原主。当记者问
他来自哪里时，他自豪地回答说：雷
锋车队！ 去年3月，正是这支车队荣
登“中国好人榜”。

“精神标本”的引领，让雷锋精
神内化成为三湘儿女的一种自觉行
动，使雷锋精神融入时代生活，走进
百姓心灵，引领社会风尚，让人们在
“学”和“行”中体验到人生的幸福、
奉献的乐趣与生命的真谛。

“雷锋超市”、“雷锋车队”、“金
牌义工”、“雷锋号” 志愿者工作站、
“道德银行”、“雷锋示范岗”…… 富
有时代气息的学习载体， 让雷锋精
神真正走进了社区， 融入了城市生
活， 让长沙成为一座流淌着道德血
液的城市、 一座彰显着道德力量的
城市！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句朴实
无华的语言正在成为星城的流行

语。人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日
常生活中，在举手投足间，从点滴做
起，从自身做起，努力做到让“雷锋
精神 ”成为一种 “生活态度 ”，一种
“生活方式”。

从人人学习雷锋到人人争做雷
锋，变化的是载体，不变的是精神 ；
变化的是方式， 不变的是传承。 而
这， 恰恰是湖南人对雷锋精神发展
中的坚守，传承中的创新。

今天， 雷锋无私奉献的崇高思
想、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刻苦钻研
的钉子精神、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已经融入了湖南人的血脉， 渗进湖
湘大地改革、发展的根基！

努力争做雷锋精神的传人 ，是
激荡在湖湘大地上的一场跨世纪的
道德长跑接力。

湖南是雷锋精神产生、形成，最
终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起点。 学
习、弘扬雷锋精神，湖南有着深厚的
感情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让雷
锋精神深深扎根湖南大地， 是历史
赋予全体湖南人的担当； 让湖南学
习、传承雷锋精神走在全国的前列，
是时代寄望湖湘儿女的责任。

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提炼、培
育新时期“湖南精神”一样，大力弘
扬雷锋精神， 将转化为加快推进科
学发展、 率先建设全面小康的共同
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陶小
爱 通讯员 邓利良 陶芳芳 ） 2
月24日， 宁乡县历经铺乡隆重举
行 “学百名先锋党员， 展百户幸
福风采， 解百个惠民难题” 系列
活动动员大会 。 100名 “先锋党
员”、 100户 “幸福家庭” 获得隆
重表彰并当场授牌 ， 100个惠民
难题得到集中认领。

此次活动， 旨在以百名 “先
锋党员” 的典型事迹引领千名党
员创先争优 ， 以百户 “幸福家
庭” 的风采带动万户家庭共建幸
福家园， 以百个惠民难题的认领
解决凝聚全乡力量帮扶民困、 纾

解民忧， 是一项为民解难、 为民
谋利、 为民造福的惠民工程。 在
活动现场， 大家积极踊跃地为群
众做好事、 办实事、 解难事。 谢
文超、 周建荣两位党员郑重承诺
各捐资5000元给年仅13岁却身患
白 血 病 而 又 无 钱 医 治 的 周 蜜 ；
“幸福家庭 ” 户主 、 建筑公司党
支部书记袁国强郑重承诺出资1
万元并在3个月内把历经铺乡紫
云村与净土庵村道路交界处部分
垮塌地段修好 ； 历经铺乡党委 、
乡政府负责人表示： 将千方百计
解百个惠民难题， 全力构筑幸福
和谐新东城。

学百名先锋党员 展百户幸福风采 解百个惠民难题

宁乡“三个一百”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