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胜祥同志逝世
本报讯 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公司（原南岭化工

厂） 副厅级离休干部金胜祥同志因病于2013年7月6
日逝世，享年84岁。

金胜祥同志1929年12月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
194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同年8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8年6月离休，曾参加过著名的辽沈战役、
平津战役、抗美援朝等。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佘飞）7月8日晚，一名驾
车途经长常高速公路的男子突
发疾病，长常高速交警立即赶到
现场紧急处置，使该男子及时得
到救治。

21时50分，长常高速交警大
队朝阳中队接到12122指挥中心
转警，在辖区常德往长沙方向69
公里处有人报警求助，称自己突
发疾病，不能动弹，其驾驶的小

车停靠在路边。中队立即调度在
队备勤民警迅速出警赶往现场
查看。不过5分钟，报警驾驶人即
被寻获。此时他身穿睡衣独坐车
内，双目紧闭，呼吸困难。 民警当
即驾驶警车将其护送至最近的
医院。 检查发现，该男子血压、心
率异常，如不及时医治，后果不
堪设想。 民警为其垫付了医药
费，在医院紧急处置下，病人病
情很快得到缓解。

3条举措缓解
长沙五里牌片区拥堵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员 肖强）针对
长沙市五里牌片区交通拥堵严重的状况，今天上午，
长沙市交警支队负责人现场办公， 推出交通优化措
施。

据了解，作为重要出入城交通节点，五里牌周边
交通与城区东片路网结构及交通状况密切相关。 针
对存在的问题，长沙市交警支队经周密研究，决定在
保持现有交通组织不变的情况下， 协同其他职能部
门， 对五里牌周边交通采取多项措施加强管理：第
一， 将八一路紫东阁公交站东移以减少对路口交通
影响；第二，对道路两旁人行道护栏、机动车道非隔
离护栏加高延长，实现行人与机动车道的绝对分离，
防止车辆就地招引、上下乘客；第三，在车站路、八一
路沿线加装高清监控设备，增设禁停标志，实时抓拍
车辆乱停违法。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王文
隆） “有这个协议， 对计划生育
政策心中多了一本账， 并且权益
更有保障了。” 今天， 浏阳市三
口镇育龄群众代表刘女士签完
“诚信计生” 双向协议书后高兴
地说。 浏阳市三口镇日前举办
“诚信计生” 启动仪式， 在全镇
范围内广泛开展诚信计生工作，
现场签订了357份协议书 （全镇

2600户育龄妇女）， 计划于今年
10月底前全部完成协议签订工
作。

三口镇党委书记王桃文介
绍，该镇创新“诚信计生”，
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镇计
生办和村（社区）代表政府
向已婚育龄群众承诺兑现
法律法规规定的育龄群众
权利；已婚育龄群众承诺自

觉按政策生育， 履行计划生育相
关义务。 村（社区）与育龄群众双
方签订《诚信计生双向协议书》，
严格按协议书承诺践诺。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邓芳 贺涛

7月9日一大早， 桃源县茶庵
铺镇李梓溪村的杨贤东家里就来
了一帮“贵客”,他们是桃源县劳
动保障协会下乡宣传劳动维权知
识的工作队。还没等客人们落座，
杨贤东的妻子邓春香就递过35元
钱， 要求给她儿子办张劳动维权
会员卡，说是要吃“定心丸”。

事情的原委是， 去年底，杨

贤东的弟弟杨贤吉在广东省花
都区一家塑料厂打工，因机器故
障被割断3根手指。 虽然厂方将
杨贤吉送往医院并支付了7天的
治疗费， 但一直拒绝工伤赔偿。
李梓溪村副支书黄礼国得知情
况后，立即向县劳动保障协会求
援，协会工作人员与黄礼国一同
前往花都维权。 通过几轮交涉，
杨贤吉终于获得了厂家6万元的
工伤赔偿。

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
反响。 有的村民说，像杨贤吉这
样的老实伢子， 没有协会的帮
助，肯定得不到这笔赔偿款。 还

有的村民说，办张劳动维权会员
卡是件好事，在外务工子女的权
益会得到保障，做父母的心里也
踏实。

这不，劳动保障协会的“上
门服务”来了，邓春香立马就给
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填资料办卡。

协会工作人员周丽娟感慨
地告诉记者：“这次来茶庵铺镇
推广劳动维权会员卡，感觉老百
姓非常欢迎，基本不用给他们做
工作，都会愿意给在外打工的亲
人花35元钱买1年的保障。 这不，
2天时间走了3个村， 又增加了
200多名新会员。 ”

娄底摧毁两个涉恶团伙
本报7月9日讯 （通讯员 罗林山 梁文科 曾峰

记者 贺威） 7月5日晚上，娄底市公安局组织多警种
部门联合作战，成功摧毁两个涉恶团伙，抓捕各类违
法犯罪人员55人。

专案组通过前期侦查、摸排，发现两个盘踞在娄
底城区的恶势力团伙。 7月5日下午5时，专案指挥部
统一收网。 当晚，警方将分散在城区各个场所的全部
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抓获。

ATM机吞卡怎么办

交行90秒内
输密码当场可取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蒋浩）银
行卡被ATM机“吞掉”时有发生。 记者今天从交通银
行湖南省分行获悉，该行在业界首度推出“吞卡后90
秒内输交易密码即可当场取回”功能，避免了客户隔
日才能取卡的麻烦。

交行推出该项功能， 主要是针对操作超时引发
的吞卡。 据悉，3种情况下， 银行自助设备会吞卡：
ATM机具发生故障； 持卡人操作失误， 如超时未取
卡、强行插卡等，而退卡后，若未取走卡，30秒后自助
设备也会自动吞卡； 按照发卡行要求吞卡， 如挂失
卡、被窃卡、欺诈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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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陈昊

印山台， 是保靖县葫芦镇的苗族
同胞们对印山村的俗称。 该村在海拔
900多米高的台地上,四面悬崖峭壁，地
势极为险要。

7月5日， 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印山
台上。 驻该村扶贫工作组组长、自治州
团结报社副总编辑唐心， 与该报社挂
任该村第一支书的周胜军， 一同把团
结报社社长、 总编辑刘世树再次“请
上”山来，与村民们一同谋划通村公路
的硬化问题。 记者驱车一同前往采访。

从葫芦镇开始， 越野车便开上了
一条修在悬崖绝壁上的简易砂石路。

接连不断的颠簸， 时不时地让人的脑
袋差点撞上车的顶棚。 遇到有的急弯，
越野车还要回一把方向才能通过。 这
条通村公路全长14公里， 连接印山和
新民两个行政村， 其中11公里在印山
村境内；2008年，由县扶贫开发办立项
修建，2009年竣工。上午10时5分，经过
39分钟艰难爬行，终于登上了印山村。

59岁的村支书周贤爱， 听到通村
公路的硬化工程， 已列入县里计划，并
且7月10日就要开始招投标了，很是高
兴。

会场设在原村小的操场上， 除了
村干部外，还来了30多位村民代表。 没
有客套， 直接进入会议议题———公路

硬化时，村里和村民们怎么配合？
扶贫工作组组长唐心先介绍了工

程立项的不容易：“我们去县里12次，
方方面面沟通、协调，终于争取到了县
里的支持， 才得以把这个工程列入今
年施工的项目；新民村的3公里也一同
硬化，新民村的1000多人，比我们住得
更高、更远，也更不容易。 ”

村主任洪治安开腔了：“这个道理
我们的村民都懂，我们坚决支持。 ”

第一支书周胜军接着说：“通村公
路硬化的宽度是4米5， 一公里需要投
资50万元，总投入达700万元，由于公
路原来的基础太差、标准太低，需要大
量地进行改造，根据交通部门的测算，

全部投入要达900多万元。 这是一笔巨
大的资金， 我们如果出现阻工等现象，
就太对不起关心这个工程和关心印山
村的人了。 ”

村民洪生祥、饶玉彪等人相继表态
发言———无论是自己村里硬化还是为
新民村硬化，占田占地，都不需要补偿。

时间到了12时37分， 看到村民们
的积极性很高，态度很坚决，刘世树高
兴地说：“我们村里的村民，思想境界都
很高，吃点占田占地的小亏，大家才能
得发家致富的大便宜。 明年竣工通车
时，我们一同再来村里庆祝。 ”

村民们高兴地鼓起掌来，掌声传得
很远很远。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杨玉婷 ）
7月8日上午， 在芷江侗族自治
县芷江镇和平新村小区， 一个
小女孩被卡在5楼窗台外的防盗
网上， 命悬一线。 危急时刻，
小区居民邱荣刚奋力施救， 用
手提起小女孩达1个小时。 在消
防队员和民警帮助下， 小女孩
成功获救。 邱荣刚奋力救人的
事迹在当地传为美谈， 被人称
为“提起哥”。

8日上午9时15分许，家住和
平新村小区的一个4岁多的小女
孩在玩耍时， 被卡在5楼窗台外
的防盗网上，其父母外出，情况
危急。 突然，从围观人群中闪出
一个瘦小身影，迅速往楼梯口奔
去。 当人们看清他是小区居民邱
荣刚时，他已从天台排水沟翻到
了5楼防盗网上。

邱荣刚发现小女孩胸部以
上被卡在防盗网空隙处，担心时
间一长有窒息危险，而且小女孩
年纪太小， 手已渐渐没有力气，
快抓不住了。 于是，他不顾个人
安危，左手抓住防盗网，右手抓
起小女孩的手， 用力往上提起。
这时，有居民打“110”报警。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邱荣
刚提着小女孩30多分钟了， 体
力有些不支。 “这可是一个小
生命呀， 一定要坚持到消防人
员来……” 邱荣刚用顽强的毅
力坚持着。 消防队员、 民警赶
到现场后， 经半个多小时救援，
成功将小女孩营救出来， 随后
将邱荣刚救下。

“这点事算不了什么，救人
是我该尽的义务。 ”7月9日，记者
采访邱荣刚时， 他表情平淡，不
愿多谈。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吴建波 胡津铭）7月
7日， 武警张家界支队政治处干
事向荣松上尉及群众勇救5名落
水者，在当地成为佳话。

“救命啊！ ”7月7日19时30
分，在家休息的向荣松陪同妻子
正在大庸桥下的澧水河边散步。
突然， 隐隐约约传来呼救声，循
声望去，前方200米处围满了人。

“可能出事了， 我去看
看。” 向荣松立即挤到围观人群
前面。 只见离岸边5米处的水
中， 4名10来岁的孩子和一名中

年男子正在拼命挣扎， 其中2名
小孩已抱住中年男子。 但由于
中年男子体力不支， 随时都有
沉下去的危险。

来不及多想, 向荣松马上跳
入水中， 奋力向那名男子游去，
一把拉住男子的手，迅速将其拖
出水面。 此时，岸边的群众也伸
出了援助之手，在众人的帮助下,
离岸边最近的3名小孩顺利脱
险。 随后，向荣松再次跳入水中，
成功将另一名小孩救上岸。

经过抢救，落水者均脱离生
命危险。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晓 瞿显长 何伟

7月9日，辰溪县辰阳镇居民
蒋健洪将一面锦旗送到县人社
局领导手中，感谢该局员工宋遥
勇救其溺水侄女。

6月23日，星期天。 下午3时
左右，宋遥骑自行车健身，沿辰
水河岸骑到石碧乡装粮埠村口
时，见那里围了一些人，遂下车
询问。 原来，村民蒋健斌与11岁
的女儿在村口辰水码头边洗澡
时，河里突然涨水，两人被水流
冲到了河中央。

宋遥赶紧朝河边看，见河中
有两个脑袋在沉浮，他立马下河
救人。 闻讯赶来的蒋健斌的哥哥
蒋健洪也跳入河中。 迎着湍急的
河水，两人一前一后奋力向蒋健

斌父女靠拢。 10多分钟后，两人
相继游到了被困父女身边。 此
时，一直在水下托住女儿的蒋健
斌力气用尽， 不幸沉下水去了。
无奈之下， 已精疲力竭的宋遥、
蒋健洪只好一前一后托住小女
孩，游向岸边。

“你不要害怕，我们一定会
把你救上岸，你双脚试着踩水配
合我们游。 ”见小女孩受惊吓不
浅，宋瑶不停安慰她。

水流湍急， 波浪一个接一
个，宋遥、蒋健洪体力透支严重，
稍有不慎，3人都会有生命危险。
经短暂商量，宋遥、蒋健洪改为
仰泳，将小女孩放在中间，每人
腾出一只手拉着她，慢慢朝岸边
游去。 距岸边30米左右，市民杨
忠好划着小船驶了过来，小女孩
获救了，宋遥悄然离开。

长沙开展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胡喆） 从8
日起，长沙市公安局在全市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针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重点部位和领域， 进一步加强
地毯式、拉网式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管理措施，切实
杜绝安全隐患。

长沙警方治安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公共安全隐
患的排查力度， 全面深入细致排查整治涉及治安管
理领域的安全隐患； 治安水警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危
险水域、溺水事故易发水域的巡逻防范力度；公安内
部单位安保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水、电、油、气等要
害部位的安全检查，加强对重点部位的防范；消防部
门将积极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及时发现、整改火灾隐
患，查处消防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将不断加大交通安
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力度，严格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对
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警方将实行“零容忍”，发现一
起坚决整改一起。

“提起哥”侗乡传美名

好武警勇救5名落水者

“一定把你救上岸”

高速交警急救发病驾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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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9 日

第 2013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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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1000 594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372 160 219520

6 3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7月9日 第2013079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859242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2
二等奖 10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446471
1 25525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92
67130

1265622
8120933

35
2106
41375
271448

3000
200
10
5

1317 19 22 261307

高温时节���晒作风

印山台上谋修路

三口镇推行“诚信计生”

记者�� ��在基层

打工者有了“定心丸”

身边的�� 美丽 快乐时光
7月8日，大学生志愿者在和留守儿童玩“老鹰抓小鸡”游戏。 当天，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11名大学生来到邵阳县霞塘云乡，开展“青春践行中国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为留
守儿童提供辅导学习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服务，宣讲科普、法律法规知识。 李爱民 摄

怀化有效控制松毛虫灾害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陶

谋 ） 今天， 记者从怀化市林业局获悉， 在该市辰
溪、 麻阳、 芷江3县爆发的马尾松毛虫灾害， 经及
时防治， 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 当天林业部门上报
的监测结果显示， 受灾严重的树木， 每棵松毛虫已
从500余只减少到50只左右。

救人义举暖心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