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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小雨 8℃～12℃
湘潭市 中雨转小雨 7℃～11℃

张家界 小雨 9℃～13℃
吉首市 小雨 8℃～12℃
岳阳市 中雨转小雨 8℃～11℃

常德市 小雨 8℃～11℃
益阳市 小雨 8℃～11℃

怀化市 小雨 8℃～11℃
娄底市 小雨 6℃～11℃

衡阳市 中雨转小雨 8℃～12℃
郴州市 中雨转小雨 8℃～13℃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彭扬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小雨 12℃～13℃
永州市 中雨转小雨 9℃～13℃

9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明天有小雨
北风 2 级转 3~4 级 10℃～12℃

２０12年11月22日 星期四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本报11月21日讯 （通讯员 陈湘
记者 周月桂）初冬时节，新邵县金鑫
叶岩砖厂生产红红火火，工厂“吃进”
废渣，“吐出”叶岩砖，每年消耗近0.35
万吨工业废渣，加工4000万块叶岩砖。
金鑫叶岩砖厂等 “绿色工厂”， 以低
碳、环保、生态为内涵，支撑新邵打造
“生态县”区域品牌。

低碳 、环保工业 ，撑起 “生态县 ”
区域品牌。 县里严格实行环保前置审

批，杜绝引进“两高一资”（高耗能、高
污染和资源消耗性 ）项目 ；加快推进
大坪省级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先后引
进大成科技 、科瑞生物 、佑华净水等
10余家高科技、 无污染工业企业；实
施水电清洁能源就地转化，引进16亿
元，建成了筱溪电站、洒谷滩电站；全
县还关停并转高消耗高污染企业65
家，取缔了262家小塑料加工厂，拆除
有污染的锅炉11台。

生态、富民农业，打造“生态县”区
域品牌。 县里以沼气新能源为主要环
节，组装“猪－沼－果（菜、稻、鱼）”等绿
色农业生产模式，粮食 、生猪 、果业 、
食用菌、 渔业等种养业齐头并进、良
性循环。 目前，全县累计建设沼气池
1.65万口，建成生态农业示范村29个、
生态示范户1.2万多户。 该县还将果树
废弃枝条 、农作物秸秆 、牛粪等作为
食用菌生产基料， 建起蘑菇棚1万多

个，形成以太芝庙、陈家坊、雀塘等乡
镇为主的香菇、双孢菇产业带。

绿色、休闲旅游业，擦亮“生态县”
区域品牌。 新邵县大力植树造林，多
树种、多景观，扮靓林相，全县林地面
积稳增至156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
58.4%。绿化美化环境，助推旅游起步。
县里筹资1.2亿元，投入白水洞风景名
胜区建设，11月5日， 该景区成功入选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向云峰 刘磊 ） 近日 ，
绥宁县林业局技术人员来到长铺子
苗族乡佘家村苗木基地 ， 现场指导
村民种苗木 。 佘家村是该局 “党群
连心 ” 联系点 ， 在其帮助下 ， 村里
苗木种植面积从100亩扩大到现在的
350亩， 一年可为村民增加纯收入400
万元。

今年来 ， 绥宁县实施 “党群连
心 ” 工程 ， 各级党员干部纷纷深入
群众 ， 面对面听民声 ， 心贴心解民

忧， 让广大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为使 “党群连心 ” 工程取得实

效 ， 绥宁县50多名县级领导带头在
全县25个乡镇建立了联系点 。 他们
已办好事实事427件， 落实产业帮扶
项目73个、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0个，
协调帮扶资金500多万元， 成功化解
重点信访积案34件 。 金屋塘镇砖屋
村华南山组地处高寒贫困山区 ， 县
委书记唐渊将其作为联系点 ， 多次
到华南山组走访调研 ， 确定对该组
实施整体搬迁 ， 并现场办公 ， 解决

资金等方面难题。
同时 ， 县直机关干部进社区耕

“责任田 ”， 乡镇干部入农户串 “百
姓门 ” 。 县委将城区所有小区 、 院
落 、 楼栋划分为 218个 “党员责任
区”， 实行 “单位联楼栋、 党员联住
户”， 县直机关单位和党员干
部都在社区分 到 了 自 己 的
“责任田”。 在乡镇党员干部
中， 开展 “进千家门解百姓
难” 活动。 今年来 ， 县直机
关党员干部调处各类矛盾纠

纷143起， 为群众办好事实事1600余
件。 25个乡镇1000余名党员干部进村
入户， 收集群众意见6300条， 为群众
办实事3200多件， 化解矛盾纠纷350
多起， 落实惠农项目100余个， 帮扶
困难户5240户， 送去慰问金208万元。

新邵“生态立县”树品牌

绥宁“党群连心”惠群众

本报 11月 21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魏智华）
“你要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 ，
相信在全社会帮助下， 一定能
渡过难关。 部队会继续为你们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近日，
郴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郭玉锁
代表军分区党委， 来到宜章县
里田乡东山村， 将官兵们捐赠
的4.5万多元爱心款送到周早

英手里， 鼓励她照顾好患一种
罕见病的女儿 ， 早日战胜病
魔。

今年6月 ， 周早英13岁的
女儿和9岁的儿子在检查身体
时， 都被确诊患有罕见的葡萄
糖苷脂戈谢病， 治疗费用需要
100多万元 。 家里虽想尽办法
进行救治， 但儿子因病情过重
已于10月去世， 女儿的病情也

不断恶化、 危及生命。 为给孩
子治病， 周早英夫妇不仅花光
了所有积蓄， 还背下20余万元
债务， 家庭陷入困境。

宜章县志愿者义工协会顾
问、 80岁的退休干部袁贤光了
解情况后， 写信给郴州市委常
委、 郴州军分区政委彭仕安求
助。 消息传开， 郴州军分区官
兵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郴州军分区官兵救助患罕见病少女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骆力军

11月21日一大早， 宁远县湾
井镇朵山村76岁的退休教师吉典
坤早早来到村农家书屋， 把每个
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 在近日召
开的全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总结
大会上，吉典坤被评为“全国优秀
农家书屋管理员”。

2011年4月，朵山村建成了40
多平方米的农家书屋。 而选个不
要报酬的义务书屋管理员， 让村
两委犯了难。 公告在村头的古樟
树上张贴了半个月，就是没人“揭
榜”。

75岁的退休教师吉典坤知道
这事后， 主动向村支书吉中全请
缨。 终于，吉典坤“如愿以偿”。

上任后， 吉典坤请县文化部
门、 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现场传
授管理技能， 自费参加图书管理
员培训， 到其它村的农家书屋取
经， 创建了自己一套实用的图书
管理办法。 每天他准时到书屋“上
班”，双休日和寒暑假来书屋阅读
的人多，干脆连午休都“省”了。 吉
典坤多方奔走 “化缘 ”，书屋藏书
从3000册增加到近5000册。 他还
筹集上万元为书屋订了30多种报
刊杂志。

2011年初，村民段木旺返乡创
办规模养猪场， 不懂技术老赔本。
吉典坤给他送去了《小型养猪场的
创办与经营》。 段木旺参照书上的
知识加强疫病防治，当年获纯利50
万元。 在该村，像段木旺这样受益
农家书屋的专业户还有20多户。

书香满屋朵山村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黎湘华）近日，在怀
化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执法人员
监督下， 怀化众成酱菜食品商行
将发往本市及周边20余个县（市、
区）的526件“小米辣”问题食品全
部召回，并予以销毁。

怀化经开区是食品集散地 ，
辐射周边50余个县（市、区）。 今年
来， 怀化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推
行以强化源头监管为重点、 以信
息化动态监管为核心内容的全新
监管模式。 对食品流通源头主体
及运输车辆、 仓储场所实行备案
登记管理制度， 区内76户食品总
经销总代理和批发经营主体及其
122台流动送货车辆、56处仓储场
所全部备案登记管理到位。 同时，
细化运输、仓储和包装容器3个重
点环节监管巡查制度。 在传统溯

源监管基础上， 推出流通环节食
品安全信息化动态监管工作制度
及配套措施， 规定食品经营者流
动送货、“食品下乡”、校园食品配
送以及物流业受委托送货车辆 ，
须携带营业执照和食品流通许可
证复印件、 食品送货车备案登记
卡、查验登记本、“一票通”销货票
据，张贴工商备案标识。 并推行食
品流通许可证及从业资格考试新
制，严把准入关口。

新的监管模式推出后， 已查
处销售商标侵权小食品案2起，责
令整改不提供食品检验报告单 、
校园食品配送不开具“一票通”等
行为12次，及时叫停2台不符合食
品运输标准的送货车。 经开区过
期、霉变、“三无”等问题食品得到
有效遏制， 食品经营违法案件同
比减少一半。

怀化经开区强化食品源头监管
526件问题食品被销毁

本报 11月 21日讯 （记者 陈永刚）长沙福元路湘江大
桥主桥已正式通车， 长沙市民通行湘江两岸又多了一个新
选择。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客运处了解到，明年拟
开通从星沙沿福元路大桥直通河西的公交车， 方便两岸市
民出行。

另悉，因福元路湘江大桥东西两端的主道仍在施工中，
过往车辆目前只能从匝道绕行。 交警部门建议，湘江东走福
元路及芙蓉路通行准备过江的车辆， 可以在芙蓉路盛世路
口左转，直接上桥；走湘江路南往北通行准备过江车辆，可
以沿湘江路往北直行到盛世路北侧的凤亭路， 右转上金马
路，再右转上盛世路过桥；河西车辆则需要途经含光路转潇
湘北路，再通过西南匝道上桥。

长沙福元路湘江大桥
明年通公交

本报 11月 21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潘尚德 ） 近
日 ， 花垣县 1893户农村独生
子女户家庭 、 两女 结 扎 户 ，

都欣喜地收到了政府赠送的
一份 “合家欢 ” 意外伤害保
险保单。

花垣大力开展 “生育关怀

行动”， 县财政补贴11.3万元，
为全县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家
庭、 两女户统一购买意外伤害
保险， 总保额达1.2亿余元。

花垣为计生户购买意外险

11月15日，摄
影爱好者在绥宁县
关峡苗族乡大园村
拍摄。 大园古苗寨
是一个保留比较完
整的古老苗家村
寨， 被列为省历史
文化名村。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向云峰
袁永东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11月 21 日

第 201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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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 1000 704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2145 160 343200

2 68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2211854
0 2633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03
917
9911

7
12
247

208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7203
116052

374
271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2年11月21日 第2012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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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0511 23 24 25 29 30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