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戴
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杨 贵 新 ）

“真没想到， 没发一分钱就办理
了43棵自用材林木采伐许可
证。” 近日， 隆回县高平镇上平
村五组杨小舟从该镇林业站接
过自用材林木采伐许可证后，
高兴地告诉记者。 仅此一项为
杨小舟减免林业费用260余元。
据县林业局局长刘维湘介绍， 4
年来， 全县向林业增加投入
21480万元， 该局用“加减法”
为林农让利4800万元。

自2009年以来， 隆回县林
业局依法停止林农采伐自用材
收费项目， 只有采伐集体林木
商品材时才向木材经营商依法
收取有关费用。 据统计， 该县
共为林农减免费用 4800余万
元。 同时， 该县加大林业投入，
积极向中央和省市争取林业重
大项目。 石漠化综合治理、 长
防林工程建设、 国有林场棚户
区改造工程等一个个重点林业
项目先后在隆回实施， 给林农
带来直接经济效益。 4年时间，
全县向林业增加投入21480万
元。

据统计， 4年来， 全县完成
新造林12.13万亩， 中幼林抚育
14.68万亩， 封山育林20万亩，
绿色通道建设184公里， 绿化河
渠182公里。

隆回让利林农
4800万元

本报 5月 26日讯 （通 讯员
肖蓓） 5月21日， 怀化市中方县
审计局的扶贫帮困小组由局长和
书记亲自带头， 来到挂钩的帮扶
乡镇炉亭坳乡， 发动全局干部、
党员深入两个帮扶村， 挨家挨户
走访了每一户村民， 积极探讨各
村的经济发展状况， 解决村里群
众提出的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
全天共走访100余户群众， 并将
4500元的慰问金送到各村困难群
众手中。

今年以来， 中方县审计局积
极响应县委、 县政府的“三问三

解” 活动， 开展联系帮扶“四个
一” 活动， 每个党员干部都要联
系挂钩乡镇的一个村组、 一户示
范户、 一名困难群众和一名工作
服务对象， 每月走访自己的联系
户不能少于一次。 自年初以来，
中方县审计局已共为帮扶村解决
两起产业项目扶持的问题、 为村
里新建一个蔬菜基地和一个养猪
场， 树立了当地群众“要想致
富、 靠自己、 靠产业经济发展”
的决心、 举办了一次赠医送药、
免费义诊活动， 捐助了21000元
慰问金。

“白沙花园，
也是我们的家园”

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王文隆）
今天，在社区“流动人口之家”帮助下，
租住在长沙化机生活区并在附近做菜
生意的邵阳人李长武为孩子联系好了
就读学校，情不自禁地说：“白沙花园，
也是我们的家园！”

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白沙花
园社区对流动人口管理坚持“属地化管
理、市民化待遇、亲情化服务”理念，使
他们工作融入市场和单位、子女融入学
校、家庭融入社区，像市民一样真正融
入城市。 目前,该社区内共有流动人口
1657人， 大部分在化机市场做着同类
型的小本生意， 租住在化机生活区。社
区为这些流动人口专门设置了集教育、
卫生、社保、便民、计生、维权为一体的

“流动人口之家”，逐一上门登记流动人
口并发放便民联系卡、 均等服务卡、维
权服务卡等， 及时为他们的子女入园、
入学、就医提供便利条件。

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刘也
李寒露 通讯员 杨善军）5月24日
晚， 数千人聚集常德市白马湖公
园， 一场展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
作成就及计生工作者风采的文艺
晚会在这里举行。

常德市计划生育协会现有计
生协组织4552个，会员60多万人，
是全省唯一获得国家级先进的市

州计生协。此次活动以“人口和计
划生育”内容为主线，分为文艺演
出、政策咨询、科技服务、盾牌展
示四大板块。 活动现场设立了生
育政策、奖励扶助、流动管理三个
咨询台，2个义诊台，4个药具发放
台， 为市民发放人口与计划生育
宣传册， 对市民进行义诊并免费
发放药具。

邵阳市 多云 22℃～32℃
湘潭市 多云转晴 22℃～32℃

张家界 多云 24℃～36℃
吉首市 晴转多云 23℃～33℃
岳阳市 多云转晴 24℃～30℃

常德市 多云 23℃～32℃
益阳市 多云 24℃～31℃

怀化市 晴转多云 23℃～32℃
娄底市 晴 23℃～33℃

衡阳市 多云 24℃～32℃
郴州市 多云 25℃～29℃

株洲市 多云 25℃～32℃
永州市 多云 25℃～31℃

长沙市
今天，晴天间多云，明天，多云
南风 ２~3 级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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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李社光 唐美凤）5月17日，记者在
位于祁阳经济开发区的凯盛鞋业见到，
6000多名员工在数十栋厂房里有序地
工作， 一个新兴制鞋城正在这里崛起。
据永州市经信委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全
市轻纺制鞋产业规模企业超过百家，年
总产值达到60亿元，实现年利税3亿元，
年出口额12亿元，服装、鞋、床上用品产

量、年出口额均居全省前列。
走进蓝山归雁工业园，湘威鞋业、

丽宏毛织、 承阳针织等上百家轻纺制
鞋企业产销两旺。在道县，投资200亿
元建设的中南地区最大的鞋业生产基
地中泰鼎坤·环球鞋都项目，目前已完
成一期投资， 制鞋规模已达年产4000
万双。

永州市经信委主任告诉记者，永

州市委、 市政府抢抓沿海产业转移的
机遇，大力筑巢引凤，积极承接产业转
移项目，出台用工、用地等多项优惠政
策，先后建起了12个工业园和200多万
平方米的标准厂房， 吸引了一大批轻
纺制鞋投资企业落户。 该市不断提高
企业装备水平，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全
市纺织制鞋行业先进装备比重达到
70%，高出全省5个百分点。企业生产逐

步由来料加工向技术集约型加工转
变。 鞋业制造升级为国际知名品牌代
工，如九兴鞋业、凯盛鞋业、湘威鞋业
等企业已成为耐克、阿迪达斯、彪马等
知名品牌的生产基地。 产业集聚度逐
步提高，全市形成了祁阳制鞋、蓝山毛
纺制鞋、 宁远服饰制鞋、 道县纺织制
鞋、新田家纺等5个产业基地，过亿元
的轻纺制鞋企业达到20多家。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邓明 李秉
钧 通讯员 李山军 刘光荣） 近日，桂
阳县方圆镇古田村刘国家种的70多亩
金银花采摘完了， 他高兴地说：“今年
是个丰产年，按收购保护价计算，可赚
10多万元。”刘国家告诉记者，过去他
对种金银花不太看好， 开始只试种了
几亩，但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后，销路
和价格有了保障，他扩大了种植。

为增加农民收入，桂阳县大力发展

金银花种植，制订了相关政策，并配套
出台鼓励土地流转办法，努力把桂阳打
造成优质金银花种植、科技研发、种苗
繁育与精深加工基地，使之成为富民特
色产业。 县里结合退耕还林等政策，安
排1200万元资金，引导各种经济成分采
取“公司+基地+农户+专业经济合作组
织” 的运作模式， 进行金银花开发。同
时，坚持“谁有能力当龙头，就扶持谁发
展”的原则，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

给予倾斜， 走龙头企业与大户带动战
略。济草堂公司在县农发行4500万元信
贷资金扶持下，发展金银花产业，已成
为省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公司董事长刘
源介绍，他们为种植户“优惠提供
优质种苗， 无偿提供技术服务，保
价回收所有产品”， 调动了农民种
金银花的积极性。近3年，合同收购
面积年递增30%以上。

目前， 桂阳县已种植金银花

2.3万亩，3000多户花农年增收8000余
万元。 同时， 利用金银花种植规模优
势，发展精深加工，推出了“济草堂”金
银花饮料、贡茶等产品，提高附加值。

通讯员 李劲宏 本报记者 郭云飞

5月24日， 记者来到南县厂窖镇同
西村农民画家梅顶峰家， 只见墙上挂着
他的画作 《新村官》。 梅顶峰自豪地告
诉记者， 这幅画去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二
届全国农民画展上获得一等奖， 领奖回
来那天， 村里近100人敲锣打鼓在村口
迎接他呢。

当地村民介绍， 厂窖的农民画最初
是民间用于婚嫁、 庆典等活动的实用性
绘画， 后来逐步成为艺术性绘画。 随着
时间推移， 越来越多的村民爱上了书
画， 且有了一定功底， 其中尤以同西村
为甚。 厂窖农民画是时代特色与地域特
色相互交融的产物， 许多题材反映湖区
人民战天斗地的精神和生产生活故事。
1996年， 厂窖镇被国家文化部授予

“农民画之乡” 称号。
镇文化辅导员、 曾在全国农民画大

赛中获得金奖的邓德安告诉记者， 同西
村有170多幅农民画作参加过各级农民
画展和民间艺术节， 并多次获奖。 现在
全镇称得上“农民书画家” 的不下20
人， 同西村就有近10人。 前不久， 湖
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慕名而来， 在同
西村书画室看到一幅幅精美的书画作品
后， 要求拜师学艺， 并提出聘请曾在全
国获奖的4位农民书画家为客座老师。
一些书画经纪公司也来了， 全国金奖作
品《给奶奶留个位》、《家》，就有人出价好
几万。

在同西村八组， 记者遇到30出头
的村民刘三虎， 初看上去， 怎么也想不
到他是曾在全国获奖的农民书画家。 走
进他的书画室， 墨香扑面而来， 那字的

功力、 画的底蕴， 叫人啧啧称赞。 他的
妻子打趣说： “三虎没有别的爱好， 就
是喜爱写写画画， 买纸买墨一年要花好
些钱。 去年， 他的画在一个全国性画展
上得了奖， 当时有人出5000元要买下。
他打电话问我卖不卖， 我说， 继续努
力， 等有人出价5万再出手吧。”

邓德安还告诉记者， 县委书记汪军
最近来同西村调研“文化强县” 工作时
说， 要让农民书画的种子在全县生根开
花结果， 将“南县农民画” 打造成全国
叫得响的文化品牌。

本报5月26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李钢彪 蒋俊峰 卢幼莲）
近日， 衡阳警方捣毁一特大跨省
网络贩毒团伙， 抓获毒贩5名，缴
获新型毒品“开心水”200多支。

去年底， 衡阳市蒸湘区民警
在办案中发现了这一贩毒团伙的
线索， 随即展开秘密侦查。 5月
16日凌晨6时左右， 3名毒贩驾车
进了民警蹲守的京港澳高速衡阳
东收费站， 见到堵截的车辆和民
警， 无路可逃的毒贩竟疯狂驾车
朝堵截车辆撞去， 将一名民警刮
倒在地。 毒贩车辆被迫减速， 民
警将毒贩从窗口拖出， 并在其车
上搜出大量新型毒品“开心水”。

另外几组民警对这一贩毒团伙的
4个窝点同时进行查处， 成功抓
获2名毒贩， 查获“开心水” 等
多种新型毒品。 衡阳市公安局蒸
湘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万俊介
绍， “开心水” 是一种瓶装的液
体， 常人无法辨别， 具有较强的
隐蔽性， 一般加在酒或茶水里，
服用后有致幻作用。 它是一种混
合型毒品， 由麻古、 冰毒及其他
毒品调制而成， 较常见毒品而
言， 其危害性更强， 对人体伤害
更大， 主要在酒吧、 KTV等娱乐
场所内贩卖。 该案是衡阳公安机
关侦破的首例贩卖“开心水 ”
案。

由来料加工转向代工国际品牌

永州成名鞋生产基地

桂阳金银花变致富花
3000多户花农年增收8000余万元

同西村里翰墨香

5月25日，
一声巨响后 ，
龙山县原卷烟
厂的三栋旧厂
房及一座50米
高的烟囱成功
定 向 爆 破 拆
除。 这里将建
设一所可容纳
3000多名学生
的新学校。

彭信 摄

衡阳侦破贩卖新型毒品案

记者�� ��在基层

常德计生协会成国家先进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尹超

5月25日， 周六， 16时许，
大雨滂沱， 桑植县凉水口镇党委
书记周照明和政府一班人正紧张
安排当前防汛工作， 没想到张家
界市委书记杨光荣、 市长许显辉
一行人突然走进了政府大院。

杨光荣一行是周末专门查岗
来的， 目的是想真实了解基层干
部工作作风。 正值汛期， 凉水口
镇政府8名干部坚守岗位， 正在
安排当前的防汛事宜。 杨光荣仔
细询问了镇干部的值班情况， 并
了解防汛救灾、 产业建设和信访
维稳等情况后， 鼓励干部扎根基
层， 真心为民多办实事。

半个小时后， 沿着蜿蜒的桑
鹤公路， 杨光荣一行又冒雨赶往
沙塔坪乡、 芭茅溪乡、 五道水
镇、 苦竹坪乡查岗。 尽管都没有
提前打招呼， 但他们发现， 所有
的乡镇均有干部周末值守。 17时

30分， 杨光荣一行以路过上厕所
为由， 悄然走进芭茅溪乡政府
时， 只见院内干净整洁， 井井有
条， 此时乡党委书记谭晓菊正与
几名干部开会商讨乡“三馆合
一” 建设事宜， 见市委书记一行
来访， 惊讶中带着镇定， 并热情
邀请书记、 市长到办公室坐一
坐。 “干部周末是如何安排的。”
杨光荣一开始就问乡干部是否读
“跑学”， 谭晓菊介绍， 乡里规定
平常周末保证有一半干部在乡
里， 轮流值守， 汛期就要求全部
值守。

巡查了六七个乡镇， 杨光荣
一行最后一站来到桥自弯乡时，
已是26日20时了。 当看到班子成
员除一人在市里学习之外， 其余
6人均在值守， 杨光荣很高兴，
他对同行的县委书记刘卫兵说：
“巡查7个乡镇， 个个书记都在值
班， 而且精神面貌和为群众办实
事的干劲都很足， 乡干部的表现
让我们感到振奋。”

周末查岗

◎责任编辑 谭云东
版式编辑 刘 岳◎

帮扶“四个一”暖民心
中方县审计局积极开展扶贫帮困活动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5月 26日

第 2013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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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 1000 863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754 160 120640

9 7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5月26日 第2013060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1032915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20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000000
7 10630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025
107207
1838178
12355951

75
3500
60870
372617

3000
200
10
5

1510 13 19 200705

依法停止
采伐自用材收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