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邵
人武部给贫困村“造血”

本报6月2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隆
清泉 赵哲 黄学和 ） 近日， 新邵县人武部邀请专
家， 来到太芝庙乡龙竹村， 为村民举办种养技术培
训。

新邵县人武部与太芝庙乡扶锡、 龙竹及巨口铺
镇丰乐、 白云铺等贫困村， 建立了军民共建关系，
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帮助这些村解决交通、 水利等
问题。 县人武部还着力培养这些村的造血功能， 大
力开展科技扶贫， 向村民传授科技知识， 积极引导
村民发展特色种养业。 近两年， 共印发各种技术资
料1万余份， 邀请农技专家到村里举办种养技术培
训班10余期， 让大批贫困群众走上脱贫致富路。
龙竹村一位姓谢的村民参加培训后种植中药材， 去
年收入5万多元， 成了当地致富能手。

◎责任编辑 谭云东 版式编辑 李妍◎

邵阳市 晴转多云 21℃～30℃
湘潭市 晴 21℃～31℃

张家界 晴转多云 22℃～35℃
吉首市 晴转多云 20℃～33℃
岳阳市 晴 23℃～29℃

常德市 晴 22℃～32℃
益阳市 晴 21℃～32℃

怀化市 多云 21℃～30℃
娄底市 晴转多云 21℃～32℃

衡阳市 多云 22℃～29℃
郴州市 阴转多云 22℃～28℃

株洲市 晴转多云 22℃～31℃
永州市 多云 22℃～28℃

长沙市
今天多云间晴天，明天多云
南风 ２ 级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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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日讯 （通讯员 周启明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老人们每餐都有
荤菜吃没？营养跟不跟得上？”日前，临澧
县委书记杨琦明冒着大雨， 走进四新岗
镇敬老院， 在食堂里边翻菜谱边询问工
作人员。得知老人们每顿品种多样、荤素
搭配，他才放下心来。这是该县开展打造
“三大品牌”活动以来，领导干部深入访
民情、实干强服务的一个场景。

为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真正做到脚
踏实地促发展，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 临
澧提出打造“三大品牌”， 即“干部作
风最实、 经济环境最优、 服务群众最
好”。 活动中， 从县级领导到部门、 乡
镇、 村 （社区） 干部， 全部实行量化考
核， 戴上“紧箍咒”。 要求每名县级领
导主抓一个产业、 联系一家企业、 牵头
引进一个招商项目， 明确县直部门、 单

位和乡镇联系企业与招商引资任务， 并
推行全程代理、 限时办结、 “一站式”
收费等， 给企业提供“保姆式” 服务。
同时， 采取基层党建、 新农村建设、 扶
贫开发、 农村社区建设、 机关干部进村
入户“五点合一” 模式， 加快统筹推进
现代农业、 基础设施、 农村生态、 社会
管理、 基层组织“五大建设” 步伐， 每
月开展一次群众满意度调查， 并将结果

与干部提拔使用挂钩。
打造“三大品牌”， 为临澧县推动

跨越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今年一季
度， 该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7亿元，
同比增长42%； 九鼎牧业、 月亮岛开发
等53项重点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4亿
元， 同比增长26.5%； 新签约引进了德
泰电子 、 油茶深加工等 15个重点招
商项目。

本报6月2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周杨宏 邓松柏）5月中旬，祁东县检察院
检察长张兴德在洪桥镇石门社区开展
“联村”工作时，得知有3个组140余户安
置户的新房没有用上电， 立即找县电力
局协调，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据了解， 今年祁东县委新班子上任
后，从4月开始，在全县开展县直机关干
部、政法干警、乡镇干部“三位一体”联村
工作。一个多月来，联村干部共走访了23
个乡镇907个村组， 慰问困难户8700多

户，撰写调研报告72份，发放慰问金20多
万元，资助35个村搞基础设施建设，对15
家企业进行了帮扶，为困难企业融资500
多万元，为民办实事1000余件。

为做好联村工作， 祁东县从88个直
属单位挑选出907名机关干部，会同682
名政法干警分赴各地， 与当地包村乡镇
干部一起，组成“三位一体”联村工作组。
他们自带费用、铺盖，与农民同吃、同住、
同劳动。县委书记雷高飞、县长杨龙金带
头到联系点为村民办实事。 在联村工作

中， 开展了集中化解涉诉涉访问题等活
动。联村干部深入调查，摸清联系点存在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重点排查可能影响
社会稳定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以及重
点工程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对排查
出的各类问题， 按轻重缓急、 难易程
度，认真梳理，逐一解决。目前，已排查
矛盾纠纷560余起，调处、化解550余
起，调处成功率达98%。

祁东县联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还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根据出勤、

为民办实事等情况， 由所在村村民代表
和联系户对联村干部打分，一月一考核、
一季一讲评，并在全县通报。年终进行总
结， 联村工作表现与各单位及联村干部
个人评先评优等挂钩。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郭飞

“我找到工作了，月工资
2000元。 ”5月31日上午，在怀
化市鹤城区红星街道举行的

“网格服务帮需现场会”上，怀
化市床单厂下岗职工宋小珊
一脸灿烂，握着街道办事处主
任彭银梅的手说：“想不到我
这个‘4050’人员还能找到称
心如意的工作，感谢你们贴心
的服务。 ”

这天上午，鹤城区红星街
道办公楼前的坪地里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 现场划分出接
待交流、就业服务、政策咨询、
法律援助等8个区域， 聚集人
数最多的是就业服务区，当地
69家企业的招聘台前挤满了
前来咨询、应聘的市民。

“我们在劳务市场都找
不到打模工， 在这里招满了，
全是‘4050’ 妇女。” 怀化市
五新钢模厂人事部工作人员
何平拿着一沓招聘协议书对
记者说， 这得益于街道办事

处、 社区和网格工作人员牵
线搭桥。

红星街道办事处工委书
记刘本胜介绍，红星街道有11
个社区，去年在鹤城区率先推
行“网格化”管理，共划分了75
个网格。 今年5月初，组织300
多名网格工作人员，上门走访
了上万名居民，针对他们反映
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举办
了这次帮需现场会。

怀化市百货公司下岗职
工杨学琴， 丈夫因病去世，独
自带着13岁的孩子过日子。在
网格长陪同下，她找到彭银梅
诉说困境。彭银梅当即安排民
政员协助其办理低保，并送给
她 400元关爱资金和 100元

“便民服务券”。
据统计，在半天的帮需现

场会上， 有360余人与用工单
位签订了就业意向书，街道办
事处还为500多人建立了“就
业服务跟踪卡”。 并为76名特
困与失独家庭成员、 留守儿
童、空巢老人发放了“网格关
爱卡”、“便民服务卡”。

本报6月2日讯 （记者 王
文隆 通讯员 湛果）如果你是
一个热爱表演的小朋友，不妨
来参加微电影小演员选拔吧。
5月30日下午， 长沙市天心区
启动主题为“天骄博艺·心连
社区”第二届校园文化进社区
活动，期间将举行“传经典·爱
无疆” 微电影创作表演大赛，
面向全市招募小演员。

“我们在开展以传统美德
文化为背景的微电影创作中，
将进行小演员选拔。”天心区有
关负责人介绍， 小演员选拔年

龄为4至15岁。 在天心区辖区
学校读书的，可在学校报名；长
沙市其他区的， 可登录网站
“http://gxwh.hnvote.com”报
名，截止日期为6月30日。

这届校园文化进社区活
动将历时6个月， 由微电影创
作表演大赛、“小视角·大幸
福”绘画与摄影、书法大赛，以
及作品、讲座、培训、网站进社
区等活动组成，旨在促进校园
文化与社区文化互动、 融合，
打造天心区群众文化活动新
品牌。

桃江
三类残儿入学率达97%
� � � �
� � � �本报6月2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罗中华 张
琴 胡福林）日前，桃江县政协经促组委员及群众为
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残疾儿童捐款13.6万元。据了解，
桃江县三类残儿（视障、听障、智障）入学率达到了
97%。 2011、2012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特殊教育
先进县。

桃江县有三类残儿103人。 为了让这些孩子有
学上、能成才，该县建设了一所高标准的特殊教育
学校，购置了系统训练器材，开设了康复训练教室、
电化教室等， 现有7个教学班， 接纳了59名残儿就
读。 办学22年来，共培养三类残疾学生208人，90%
以上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就读，并有27人通过高
考进入大学深造。

桃江县还完善了以特校为中心的县、 乡镇、基
地校三级特殊教育体系， 在全县6所学校设立残疾
儿童随班就读点，就近吸收三类残儿41人就读。

本报6月2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蒋睿） 近日， 韶山全国农
村基层党组织教育示范基地的建
设工地上， 呈现一片繁忙景象。
一名正在搅和混凝土的工人挥了
一把汗， 兴奋地告诉记者： 就算
再苦再累， 我们也要把此建成向
毛主席诞辰的第一个献礼项目。

就是凭着这个精神， 参与该
项目建设的各路人马齐心协力，
至今主体工程基本竣工， 用于陈
列的50万字的文字资料、 300余

幅图片、 100余件实物已经到位。
据介绍,为隆重纪念毛泽东同

志诞辰 120周年 ， 湘潭 、 韶山
两级决定兴建一揽子项目 ， 总
投资达到近37亿元的12个重点
项目分布在旅游产业、 基础设
施、 教育和民生建设、 革命传统
教育等几个方面。 “润泽东方文
化产业” 建设项目， 总投资达到
近10亿元， 以“中国出了个毛泽
东” 实景演出基地为纽带， 将把
韶山红色旅游建设推向一个崭新

的高度。
面对投资规模大、 牵涉面

广、 建设任务重的实际情况， 他
们成立了重点项目建设领导小
组， 形成了“一日一督查、 一周
一调度、 一月一讲评” 的工作机
制； 同时运用了BT、 BOT等投
资方式 ， 加大与银行的合作力
度， 畅通了融资渠道， 化解了资
金瓶颈。 到目前为止， 12个重点
项目建设全部启动， 已完成建设
投资8.74亿元。

本报6月2日讯 （通讯员
陈应时 黄金星 张前宝 ）5月
下旬，桂东县教育新区工地机
声轰鸣，混凝土搅拌车、挖掘
机等来回穿梭， 县里7名机关
干部驻点协调项目建设，全程
提供“保姆式”服务。 据了解，
全县共有100多名这样的“项
目保姆”活跃在工地上，有力
推动了当地重点项目建设。

今年桂东县计划全年完
成6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100个主要建设项目、30
个投资过亿元建设项目。 该县
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头等大
事，在强化机关效能建设的基
础上，提出“保姆式”服务理
念， 让机关干部一一下到基

层，为项目建设排忧解难。 全
县62个重点建设项目，全部明
确了具体的分管领导、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大力推行“零距
离服务、零停留办公、零关系
办事”服务模式，为项目立项、
审批、服务创造绿色通道。

该县同时强化督导力度，
县委常委会定期听取项目建
设情况汇报， 对进展缓慢的
项目， 逐个会诊， 化解症结；
对作风漂浮、 工作不实的有
关责任人， 进行严格追责。
目前， 全县上下掀起了项目
建设热潮， 已有40余个重点
项目开工建设， 桂东植物园、
玲珑王国际大酒店等项目工
地一派繁忙景象。

蒸湘区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本报 6月 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匡玉 通讯
员 江勇 李英姿） 衡阳市蒸湘区充分利用区域资
源和区位优势， 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为经济转
方式、 调结构、 抓关键提供了强大动力。 今年1至
4月， 该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增加
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2.4％。

为发展现代服务业， 蒸湘区加快完善城市基
础设施。 近两年来， 新建和改造道路27条， 先后
完成了解放大道延伸线等6条主次干道城市化改造
工程， 打通了衡州大道等5条主次干道。 纵横交
错、 便捷舒适的交通网络， 吸引香港豪德公司等
知名企业前来投资大型物流项目， 使该区在衡阳
市区的“核心商圈” 地位逐渐凸显。 以晶珠广场
为核心， 沿着蒸湘北路和船山西路伸展而去， 形
成了一个活力充沛的城市生活圈， 汇聚着肯德基、
永和豆浆、 家润多等诸多国内外服务型企业。 继

“晶珠效应” 之后， 坐落在该区的衡阳商业步行街
也即将竣工。 这个现代服务业升级改造示范项目
投资15亿元， 正在成形的高档次、 多功能、 综合
性商务群落和现代化立体街区， 将强化和提升衡
阳作为湘南中心区域城市的地位。 目前， 美国万
豪酒店以及香港新世界百货、 大型超市沃尔玛、
中影集团新南国际影城已签约入驻。

临澧“三大品牌”助跨越发展

祁东“三位一体”联村办实事

记者�� ��在基层

一“网”情深

天心区启动“校园文化进社区”

小朋友可当微电影小演员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湘潭开工12个重点项目建设

62个项目全部分解，百名机关干部
下到工地

桂东“保姆式”服务重点项目5月31日， 澧县电力局举行 “电力开放日” 活动， 邀请20多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客户代表， 亲身感受供电企
业的工作、 管理情况， 听取他们对管理工作的意见， 以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 王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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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日

第 2013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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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1000 524000

组选三 677 320 216640
组选六 0 160 0

4 4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6月2日 第2013063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42799949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8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000000
6 38075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72
47992

1020860
8923548

25
1652
35853
298658

3000
200
10
5

1218 20 23 311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