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1版）他期盼：“让道德的血液在每个人血管里流淌，让‘德考’
伴随党员发展、成长全过程，让每个党员时时警醒、稳住心神、守住
底线，确保自己的行为以德为重，真正做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也有网友发帖 “不孝敬父母者不得入党这等荒唐闹剧应尽
快停止”。这位网友认为“从党章规定的入党条件来看，根本就没
有这方面的内容。”

常德农发行4.6亿元贷款支农
本报8月19日讯 （通讯员 唐近东 陈铭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实习生 刘也）8月16日，记者从农发行常德市分行获悉，今年以来，该
行充分发挥政策性支农职能，加大对农业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贷款投入，截至日前，已累计发放各类中长期贷款4.6亿元。其中，临
澧道水河整治工程投放1亿元，有力支持了常德水利和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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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邵阳市 多云 25℃～36℃
湘潭市 多云 25℃～35℃

张家界 雷阵雨 25℃～35℃
吉首市 多云转小到中雨 24℃～35℃
岳阳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25℃～32℃

常德市 多云 25℃～35℃
益阳市 多云转中雨 25℃～35℃

怀化市 多云 25℃～35℃
娄底市 多云转阴 24℃～35℃

衡阳市 多云 27℃～36℃
郴州市 晴转多云 27℃～35℃

株洲市 多云转阵雨 26℃～36℃
永州市 多云 24℃～34℃

5２０12年8月20日 星期一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长沙市
今天，晴间多云 明天，多云转阴天
有阵雨或雷阵雨 南风 ２-3 级 28℃～36℃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彭建国 彭清图） 8月7日， 永顺县砂坝镇
“官坝生物质燃料专业合作社 ” 挂牌成
立 。 这是该县第7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
据县经管局负责人介绍， 原来的70个合
作社， 拥有会员8318户、 19106人， 去年
销售总收入达3.23亿元 ， 户均纯收入为
2.38万元 ， 成为山区农民共同致富的新

平台。
为打造这一新平台， 永顺县实施了

大户带动战略。 由种植、 养殖等各领域
的经营大户， 带领周边群众共同发展产
业， 并按 “统一技术、 统一价格 、 统一
销售” 的模式组建专业合作社， 风险共
担、 利益共享。 政府则聘请相关领域的
专家， 对合作社负责人及成员， 实地进

行培训。 近3年来， 该县先后举办柑橘、
猕猴桃、 养鸡、 养猪、 养鱼、 养羊 、 生
物质燃料等各类培训班1800多期， 培训
农民10万人次， 发放技术资料20余万份。

该县石堤镇茅土坪村的 “猛洞河名
优果业技术协会”， 有338户果农 。 种植
大户魏大云任会长， 种植猕猴桃、 红提
葡萄、 金秋梨等水果500多亩， 其他果农

种植水果 1.5万亩 ， 协会年人均纯收入
4500元， 并带动周边村种植水果2万亩 ，
年产值5700多万元 。 魏大云于2011年被
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 和 “湖南省农村
科技致富能人”。 今年， 该县首车镇金果
柑橘合作社、 勺哈乡毛古斯茶业合作社、
泽家镇鑫发烟叶合作社， 被评为省级示
范合作社。

本报8月19日讯 （通讯员 张静文
记者 李文峰）近日，记者到醴陵东富镇凤
仪塘村采访，见曾担任村主干28年的邹南
虎老人，正带着老年腰鼓秧歌队上街宣讲
创建文明城市、 卫生城市， 干劲十足。他
说，他每月能领到180元离任补贴，要为大
家多做一点事。

据了解，近年，醴陵市建立了离任村
干部生活补贴正常增长机制，使其离任不

离养。 对离任村支书按服务年限分3档进
行补贴，并与财政收入增长挂钩，先后5次
提高补贴标准。目前，全市有4020名离任
村干部享受每年1920元至2400元不等的
补贴 。同时 ，强化思想教育 、体现关怀关
爱、搭建参政平台，使离任村干部在新农
村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

醴陵市各级党组织还坚持重大节日、
伤病、 家庭纠纷、 婚丧嫁娶对离任村干部

“四必访”。对家庭困难的，纳入市党内关怀
帮扶基金重点帮助对象。 并建立离任村干
部谈话、联系、活动制度，乡镇党委每半年
与他们进行一次集中谈话， 乡镇班子成员
每人联系2至4名离任村干部， 定期登
门走访。各地举办重大活动，也都邀请
离任村干部参加，使他们离任不离心。

醴陵市还积极搭建舞台，充分发
挥离任村干部顾问、 监督等作用，使

其离任不离责。离任村干部中，不少人出
任村老年人协会、财务监督小组、民事调
解小组、村民议事会等组织负责人，涌现
出一大批热心公益的典型。

开全国旅游界先河

张家界开通标准化服务示范车专道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姚亦清）15

日上午，全国首条旅游标准化服务示范车专道在张家界火车站
广场开通。

2011年9月26日，张家界市质监局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标准
化示范车活动，并对2000余名出租车司机进行了标准培训。此
次旅游标准化服务专道的开通，将以示范作用，提升行业服务
质量和水平，树立张家界窗口形象。“文明排队，按序走车；行
车打表，不绕行，不拒载，不乱停乱摆，不中途甩客。”开通之
际，出租车司机表态，将严格遵循安全行车、文明行车、温馨行
车的服务标准。

本报8月19日讯（卜云 周勇军）记者16日从常德市
召开的清理化解积案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2月
以来， 该市共清理积案1096件， 其中已化解630件，占
57.48%。

今年初，常德市把积案清理化解工作列为今年“法
制常德”建设15项主要任务之一，并从市到县（市、区）、
乡镇（街道）、村（社区），层层分解任务，逐级落实责任，
形成了党委总揽、领导包案、部门参与、涉案单位为主
化解的工作格局，做到齐抓共管、整体联动。在操作中，
认真落实“一件积案、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
一抓到底”的“五个一”要求，采取领导包案、层层明责、
联动化解等措施， 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 带案下
访、坐班接访、预约接访等，使一批积案得以有效化解。

通过集中开展积案清理化解工作， 群众的合理诉
求得到满足，促进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据了解，今年
上半年，常德市没有发生一起有影响的群体性事件。

首个湖湘剪纸
研究基地落户泸溪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李焱华 龚琮昀）
8月15日上午，省剪纸研究会在泸溪县举行“湖湘剪纸研究基
地”挂牌仪式。据省剪纸研究会会长田茂军教授介绍，这是全
省首个湖湘剪纸研究基地。

泸溪县合水镇踏虎村是中国踏虎凿花的发源地。2008年6
月，踏虎凿花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合水
镇被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从2006年开始，该县
每年拨专款开展踏虎凿花的创作和培训活动； 还举办了保护
踏虎凿花艺术成果展等活动，编辑出版了《踏虎凿花技艺普及
教材》和《踏虎凿花传统纹样集》，在该县职中和部分中小学校
开设了凿花工艺课程，并于2009年成立了踏虎凿花传习所，专
门从事踏虎凿花艺术研究及传习。

常德清理积案千余件

合作社引领“合作富”永顺

离任村干部争献余热醴陵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8月 19日

第 2012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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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 1000 588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611 160 257760

6 2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8月19日 第2012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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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0614175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4
二等奖 24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077210
8 9425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903
109767
1739673
10805642

103
3640
59130
353637

3000
200
10
5

0608 13 14 19 22

8月19日15时30分，
长沙市芙蓉区白果园巷
8号锦源公馆发生火灾，
大火由二楼厨房引起 ，
迅速蔓延整层到屋顶 。
虽然定王台消防中队官
兵及时赶到扑灭大火 ，
但损失惨重。 夏季高温
火灾多发， 消防部门提
醒广大市民， 要提高防
范意识，杜绝火灾发生。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周玲旭 摄影报道

图片说事图片说事
邮箱： 4329536@163.com

高温酷热， 谨防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