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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5日讯（记者 乔伊蕾） 记
者今天从“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活动办”）获
悉，清明期间，我省各地烈士陵园和革
命纪念地广大干部群众怀着崇敬的心
情，祭奠革命先烈，在追思中汲取精神
力量，在缅怀中传承“湖南精神”。

在伟人毛泽东故里韶山 ，10万韶

山人民将传承“湖南精神”与弘扬当代
文明紧密结合起来，开展以“缅怀革命
先烈，争当文明现代人”为主题的纪念
活动。他们自发组织祭扫烈士陵园、慰
问烈属、 开展爱心义诊以及给村民免
费发放乘车卡和在景区开展志愿者服
务活动， 还在中小学生中开展了网上
祭先烈思想品德课、“网上献花”、“音
视频祭奠”等活动。

4月2日上午， 各界群众从四面八
方赶来， 聚集在宁乡花明楼刘少奇同
志铜像广场，参加“承前启后，创先争
优”清明缅怀活动。刘少奇故里管理局
局长罗雄表示， 他们将积极传承正在

提炼中的“湖南精神”，为促进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构建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作出更大贡献。

在衡阳岳屏公园抗战纪念碑 、夏
明翰铜像、衡阳烈士公墓，许多干部群
众、 部队官兵、 学生纷纷自发前来扫
墓，并热议“湖南精神”“4选1”投票活
动。 一位参加祭扫活动的老人深有感
触地说：“‘湖南精神’的特质在这些革
命先烈们的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此外， 不少回湘扫墓的湘籍人士
也踊跃投票，选择自己认可的“湖南精
神”，有的还致电活动办，为提炼“湖南
精神”建言献策。

截至4月5日10时， 红网 “湖南精
神”提炼相关内容点击总数10868万余
次，论坛点击总数2234.9万余次。网络、
语音电话和手机短信平台参与“4选1”
投票活动的达629.8632万人次。其中表
述语“心忧天下、厚德致远、脚踏实地、
敢为人先” 投票总数为335.4771万人
次 ，占53.26%；“重大义 、勇担当 、敢争
先、乐奉献”投票总数120.2523万人次，
占19.09%；“赤诚、坚韧、务实、创新”投
票总数为107.8141万人次， 占17.12%；
“爱国奉献、尚德重智、勤劳务实、创新
图强” 投票总数为66.3197万人次，占
10.53 %。

本报4月5日讯 （记者 柳德
新） 大型调查性系列报道 《强农
之路———聚焦湖南农业科技 》 见
报后， 引发各方热烈关注。副省长
徐明华今天称赞：“《强农之路———
聚焦湖南农业科技》营造了科技强
农的浓厚氛围，真实地反映了农业
科技的进步 ， 宣传了农业科技的
‘第一生产力’作用，为全省加快推
进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的舆
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从3月中旬起， 本报派出多个
采访小分队 ， 深入田间地头 ， 走
访产学研一线， 宣传今年中央1号
文件精神 ， 采撷科技强农典型 ，
探寻农业科技发展之路， 并从3月
20日起连续推出 《强农之路———
聚焦湖南农业科技》 系列报道。

系列报道提高了人们对农业
科技的思想认识 。 省农科院蔬菜
专家粟建文反映 ， 《“一个南瓜 ”
增收10亿 》 见报后 ， 前来找他学
习 “蜜宝 ” 南瓜栽培技术的人络
绎不绝 。 湘潭县梅林桥镇养猪大
户刘均银说 ： “这些报纸我都留

着认真学习 。 发展现代农业 ， 科
技是必由之路！”

系列报道营造了科技强农的
舆论氛围 。 省农科院副院长单杨
认为， 系列报道创新了宣传形式，
升华了宣传主题 。 特别是系列报
道还增加了 “专家求解 ” 栏目 ，
由专家就如何发展农业科技进行
点评 ， 增加了报道的深度 。 永州
市副市长舒平说 ， 系列报道针对
永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和永州市农
科所进行了深度剖析 ， 既反映农
业科技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重大
作用 ， 更反映了科技强农还存在
的薄弱环节， 为该市落实中央1号
文件起到了鼓与呼的作用。

系列报道提出了加快推进农
业科技创新的对策建议 。 记者调
查采访前后持续近20天 ， 摸清了
基层的真实情况 ， 从科研攻关 、
基层农技推广 、 科技成果转化等
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 省
农业厅正在研究落实中央1号文件
的政策措施 ， 将对这组报道的一
些建议予以吸收采纳。

本报4月5日讯 (记者 谭克扬)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等部
门主办的2012年第一期全省哲学
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近
日在省委党校结业 。130多名来自
全省各地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
研骨干，参加了为期半个多月的学
习研修，取得了良好成效。

开办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
骨干研修班，是党中央为加强社科
理论队伍建设作出的重要部署，分
中央和省 (市、自治区 )两个层次组
织研修 。我省从2005年开始 ，每年
举办3期以上研修班， 其中第一期
主要面向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和党
校系统等理论研究宣传单位 ，第
二、 三期主要面向省内高等院校。
截至目前，我省已培训哲学社会科
学教学科研骨干近4000人次，成为
加强全省理论队伍建设的重要抓
手和知名品牌。

2012年第一期全省哲学社会科

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 在继承以
往研修班形成的良好工作机制基础
上，不断创新，积极改进，使研修更
贴近学员思想实际和现实工作需
要。 研修班采取专题讲座、 分组讨
论、现场教学、社会考察、汇报交流
等形式， 紧紧围绕当前经济社会发
展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分析形势、
通报情况、交流经验、拓展视野。参
训学员自觉转换角色，带着责任学、
排除干扰学，努力做到明理践行、学
以致用，形成了良好学风。

学员们普遍反映， 通过研修，
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
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进一步
增强 ，推动理论下基层 、理论大众
化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研修内容
精彩 ，组织形式活泼 ，后勤保障到
位。 特别是组织学员们赴茶陵、井
冈山等地进行现场教学研修和培
训考察，把课堂搬到了更广阔的空
间，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

我省农业
综合开发效果好

5年财政投资56.2亿元，
改造中低产田500万亩，新
增粮食生产能力71.6万吨

本报4月5日讯（记者 李伟锋 通
讯员 吴海杰）站在益阳市赫山区兰溪
镇稠木垸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示
范区内，放眼望去，这片上千亩的农田
里路相通、渠相连、田成方、树成行，可
确保旱能浇、涝能排。这令今天前来检
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省人大常委会
相关专门委员会成员甚感欣慰。

2006年11月，《湖南省农业综合开
发条例》颁布。截至2011年，我省国家
农业综合开发县达到95个 。2007年至
2011年， 全省累计完成农业综合开发
财政投资56.2亿元。资金投向方面，大
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提高
粮食生产和保障能力。 重点扶持52个
产粮大县建设高标准农田； 稳步推进
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 重点改造骨
干排灌工程； 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
营，围绕水稻、生猪养殖、柑橘、茶叶、
油茶等特色农产业，采取贴息贷款、财
政补助等方式，培育和扶持了252个龙
头企业项目和15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项目，带动金融机构贷款96亿元。

5年来，全省农业综合开发共改造
中低产田500万亩， 建成路渠配套、旱
涝保收、 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55万
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71.6万吨；扶持
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717个；项目受益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比非项目区增加
300元以上。

本报记者 陈勇

【学雷锋故事】
3月24日，来自长沙、湘潭两地的

20余名环保志愿者，徒步考察流经长
沙城区的圭塘河，对水源保护、水体
污染、 生态破坏等情况进行调研，沿
途向居民群众、旅客游人宣讲环保知
识，提出环保建议。

徒步考察的队伍中 ，40多岁 、中
等身材的刘帅格外引人注目，他是活
动组织者之一。

刘帅告诉记者，圭塘河生态环境
调研，是志愿者保护长株潭两型试验
区绿心系列活动之一。此前他们考察
了湘潭昭山风景区、株洲九郎山森林
公园，整个活动将对绿心保护形成专
题报告，上报相关部门供决策参考。

刘帅是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一名
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公务员。从2003
年开始，他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志愿者
行动。

去年9月4日至10月5日， 刘帅组
织30多名环保志愿者，参加 “保护母
亲河，妙盛湘江行”活动。他们从广西
境内的湘江源开始，对湘江16条一级
支流、7条二三级代表性支流 、7大重
点污染区、 主要城市取水口等排污、
受污、 生态保护等情况进行调查，行
程8000多公里，提取102个水样，现场
给出水质检测报告，并向沿线居民进
行环保问卷调查。

刘帅对参与环保志愿活动中遇
到的一些令人不能理解的事忘不了：
志愿者在河床里捡拾垃圾时，有人在
岸上向他们丢石子； 为了暗访排污
口，志愿者晚上行动，却有遮盖牌照
的车子跟踪；在一座水电站大坝施工
现场，志愿者想在坝下取水样，施工
方百般阻挠。

刘帅鼓舞同伴们： 保护湘江，刻

不容缓。民间环保志愿者应该勇于承
担责任，敢于与污染行为作斗争。

在湘江湘潭竹埠港河段，志愿者
查到一家化工厂偷排污染物， 证据确
凿，他们立即向当地政府反映，引起地
方领导高度重视，责成企业解决问题，
该企业很快就排污行为向社会和公众
道歉，进行认真整改。后来志愿者数次
暗访该地，没有再发现偷排现象。

刘帅告诉记者，现在 ，他们利用
考察湘江获得的翔实资料 ， 撰编出
《湘江流域水污染情况调查报告 》、
《湘江问诊》 等3个调查报告 、4本画
册，准备在今年省人大讨论出台有关

湘江保护条例时提供给与会者参考。
【志愿者感言】
刘帅 ：“志愿者行动是雷锋精神

在新时期的表现。加入到志愿者行列
从 事 环 保 工
作 ，为社会和
子 孙 后 代 做
一 点 有 益 之
事 ，我感到非
常自豪。”

工信部开展企业
品牌培育试点

我省巴陵油脂等4家企业入选
本报4月5日讯 （记者 李伟锋）记

者4月1日从省经信委获悉， 根据工信
部日前公布的2012年工业企业品牌培
育试点企业名单，我省巴陵油脂、华升
集团、农友机械、湘江涂料4家企业入
选。

工信部确定2012年为 “工业质量
品牌建设年”，组织开展工业企业品牌
培育试点。通过培训交流、指导评价、
跟踪调研等品牌培育活动， 指导试点
企业提高品牌培育水平， 建立完善品
牌培育管理体系， 提高企业品牌培育
能力和绩效。

今年全国被确定为品牌培育试点
的企业共141家， 综合考虑了企业在行
业、地区、规模、品牌成长阶段等方面的
代表性。根据工信部品牌培育试点工作
安排，将派出工业品牌培育专家组和技
术支持单位指导试点企业，建立完善品
牌培育管理体系、完成品牌培育能力自
我评价等， 帮助企业提升品牌形象，扩
大品牌影响，增强市场竞争力。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湖南精神”

全省各地掀起红色祭扫活动高潮
“营造了科技强农的浓厚氛围”

《强农之路———聚焦湖南农业科技》
系列报道引起热烈反响

明理践行 学以致用

我省培训哲学社会科学
教学科研骨干近4000人次

■2012志愿者行动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3月30日， 几位市民在道县大坪铺农场开心游玩。 随着气温回升， 该场千亩桃花、 梨花竞相绽放， 到处是花的
海洋， 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踏春赏花。 本报记者 张新国 摄

问诊湘江苦亦甜

2011年9月21日， 环保志愿者在岳
阳一家纸业公司排污口调查污水排入
洞庭湖的情况。 （资料照片） 戴晓燕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4月 5日

第 2012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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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 1000 637000

组选三 302 320 96640
组选六 0 160 0

0 0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4月5日 第2012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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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6227775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6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333889
2 36770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24
64973

1240342
11096470

32
2182
42276
387843

3000
20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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