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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中雨转阵雨 24℃～29℃
湘潭市 中雨转阵雨 26℃～32℃
株洲市 阵雨 27℃～32℃

长沙市 今天多云间阴天
南风 ２ 级 28℃～35℃

张家界 阵雨转阴 27℃～35℃

永州市 中到大雨转小到中雨 24℃～28℃
衡阳市 中雨 25℃～29℃
郴州市 中雨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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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阵雨 26℃～35℃
怀化市 中到大雨转中雨 24℃～31℃
娄底市 阵雨 25℃～34℃

吉首市 阵雨 24℃～32℃
岳阳市 阵雨转多云 27℃～34℃
常德市 小雨转阵雨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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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曹雄清 曹航）“今年‘双抢’搞下
来， 我们两口子务工费就赚了8000多
元。”近日，汝城县土桥镇黄家村村民黄件
古高兴地说。 自从村支书黄义华创办旺
发米业后，他跟其他村民一样，除了土地
租金收入，每年还有1.5万元务工收入。

为充分发挥党员作用， 促进农村发
展、服务农村群众，汝城县在农村党员中

实施“先锋工程”， 即通过深入开展争创
“致富先锋”、“带富先锋”、“创业先锋”、
“服务先锋”活动，增强党员带头致富、带
领群众致富与为民服务意识。 他们对村
党支部实行“项目化”管理，村党支部公开
承诺当年要办的实事，按期抓好落实。 同
时，把发展壮大产业、增加农民收入，作为
党员服务群众的重点， 根据当地实际，大
力发展茶叶、蔬菜、养殖等农业主导产业。

在党员带动下， 通过引进农业产业龙头
企业，建成了东岗岭万亩生态有机茶园、
田庄乡3000亩标准化绿色蔬菜、 暖水镇
1000亩鳅鱼养殖等种养基地，还引导、帮
助3.2万多农户种植茶叶1万亩、 蔬菜5万
亩，兴办特种养殖4000多亩，农户年均增
收3000元以上。

汝城县还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党员
承诺践诺制度。 各村纷纷开展“党员服

务周”、“党员专题服务月”等活动。目前，
各村党员致富能手已与群众结成800多
个党群致富“联合体”。 同时，结合村级
活动场所建设，已有32个村建成“创业·
富民·服务之家”，由党员为群众提供信
息咨询、创业帮扶、技能培训、办事代理
等服务。 今年来，已帮群众实施产业项
目160个，还帮2850户农民解决了生产、
生活困难。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饶兴军 阳望春 于橙洋 杨永兴）

“太阳出来暖洋洋，计生国策不能忘；独
生子女有保障， 奖励扶助来帮忙……”
近日，在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营乡大寨
赶集场上，乡计生工作人员一边唱着自
编的苗歌，一边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
料。 这是该县借助当地民族文化，创新
宣传方式，大力倡导文明婚育新风的一
个场景。

城步是全国5个苗族自治县之一，

境内居住着苗、 汉、 侗、 瑶等24个民
族， 民族文化底蕴厚重。 近年来， 该
县组织民族文化、 人口计生工作者深
入苗岭侗寨， 广泛收集山歌、 谚语、
民间故事等民族文化精髓， 并将计生
知识巧妙融入其中， 精心改编出人口
计生山歌4万余首、 谚语3000余条、 民
间音乐200余首、 民间戏剧舞蹈20余
个， 大力开展人口计生“一法三规两
条例” 宣传。 让广大群众在唱、 听、
看、 跳等过程中， 受到潜移默化的教

育。
同时，城步利用“三月三”、乌饭节、

等民族传统节日及赶集日，以“温馨传
递”、“五送”（送文化、法律、科技、卫生、
政策）等活动为平台，大力宣传流动人
口计生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婚前检
查、 奖励扶助等人口计生政策法规与
婚育知识。 今年来，已举办宣传活动72
次，出动宣传车160余辆次，发放宣传
漫画、手册、挂历等资料7万份。

富含民族元素、 群众喜闻乐见的

宣传方式， 有力促进了城步城乡婚育
观念的转变。 今年上半年， 该县人口
计划生育率达91%， 有172对夫妇主动
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并涌
现出邓朝义等87户少生快富典型。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朱
章安 通讯员 李孟翔 雷芙蓉）
8月15日，衡阳市南岳区举行南
岳中心景区和南岳大庙实行淡
旺季差别门票价格听证会，以
改善旺季游客爆满、 淡季资源
闲置的状况， 更好地保护南岳
生态环境、 文物古迹和游客人
身安全，提高旅游服务品质。

近几年来，南岳旅游业快速
发展，旅游量以8.9%的年均增速
逐年攀升， 且淡旺季十分明显。
2008至2012年，南岳中心景区、
南岳大庙旺季游客接待量分别
占全年总量的74.4%、67.6%。 旺

季人满为患，乘车难、停车难，给
景区旅游接待、游客安全、生态
保护、文物保护造成极大压力。

为保护珍贵旅游资源，给
游客提供高品位旅游环境，南
岳中心景区和南岳大庙门票在
淡旺季拟实行差别价格。 即当
年11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淡季
门票价格适当下调，5月1日至
10月30日旺季门票价格适当上
浮。 实行差别价格后，预计能分
流30%的旺季游客到淡季。

南岳区将根据听证会代表意
见完善相关方案，上报省物价局
审核批准后实施。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
“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 组委会在北
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了“2013
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 的筹备情况、
日程安排及活动内容。本届音乐周由文
化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湖南
省文化厅、湖南省旅游局和张家界市人
民政府共同承办。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何报翔出席并讲话。

据悉，“2013张家界国际乡村音

乐周”将于8月31日至9月4日在张家界
举行。 本届音乐周以“世界的自然遗
产，我们的乡村音乐”为主题，本着“简
朴隆重、影响深远”的原则，力争办成
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盛会；届时，将有
23个国家（地区）的25支民族风情浓郁
的国际音乐团队和8支国内音乐团队
参加演出，演员超过300人；将举办开
幕式、国际乡村音乐巡演、音乐周激情
狂欢夜、“哈雷骑士·音乐同行”全国哈

雷车主骑行张家界活动、“张家界的文
化梦”主题论坛、颁奖暨闭幕式等6大
主题活动。

两年一届的“张家界国际乡村音
乐周”首创于2009年，前两届的成功
举办，成为一次对外文化交流的典范。
何报翔表示，第三届“张家界国际乡村
音乐周”将会在前两届的基础上，办得
更加精彩，并邀请广大音乐、旅游爱好
者前往参加。

本报8月15日讯（李礼壹
杨军 李国祥 莫李丽） 记者今
天从安化县获悉，2011-2012
年度全国百佳茶馆颁奖典礼暨
“安化黑茶”杯第五届全国茶馆
经理人高峰论坛， 将于9月4日
至7日在安化县举行。

全国百佳茶馆颁奖典礼在
国内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
社会影响力， 每两年一届， 已
连续举办4届。 近年来， “安化
黑茶”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美誉
度不断提升。 去年， 安化县茶
叶种植面积达20.15万亩、 茶叶

加工量3.83万吨、 综合产值突
破50亿元， 连续4年跻身全国重
点产茶县十强， 茶叶产量在全
国重点产茶县中排名第五、 黑
茶产量位列全国第一。 安化因
此受到活动主办方青睐而获得
举办权。 活动期间， 将公布
2011-2012年度全国百佳茶馆
和全国十佳特色茶馆名单， 还
将举行全国茶馆经理人高峰论
坛、 安化黑茶万人品茗大会、
中国黑茶博物馆首届安化黑茶
文物鉴赏征集捐赠大会等。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唐善理）8月

15日，省铁路护路办在永州组织召开衡
柳铁路护路联防工作会议，衡柳铁路护
路联防工作全面开展。

衡柳高速铁路作为湘桂线扩能改造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连接武广高速铁
路，为国铁Ⅰ级双线电气化线路，设计速
度200公里/小时， 预留250公里/小时提
速条件，是国家重点工程。 工程于去年底
完成全线铺轨， 本月下旬将开始联调联
试，年底开通运行。 8月6日，省政府发出
《关于维护衡柳铁路运行安全的通告》。按
照本次会议的要求， 从8月21日开始，衡
柳高速铁路湖南段沿线， 将广泛开展爱
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 全面开展护路联
防工作， 确保衡柳铁路今年底开通运行。
衡柳铁路通车后， 将大大缩短客车运行
时间，其中，衡阳至南宁间运行时间将从
现在的11小时缩短至4小时，永州至衡阳
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为不到1小时。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雷芙蓉） “香炮门店也要评星定
级， 从高到低依次为三星级、 二星级、
一星级。” 今天， 记者从衡阳市南岳区
委宣传部获悉， 为提升南岳旅游形象，
维护游客权益， 南岳衡山景区香炮门
店评星定级活动已于8月13日全面启
动， 区文明委已出台评星定级办法及
标准。 评星定级对门店卫生整洁、 文明
守法等都有严格要求， 带香拉客、 店外
喊客等影响南岳形象的不文明行为均
列入扣分项目。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肖
军 黄巍 通讯员 杨文斌） 8月
14日， 怀化市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协会成立。 据悉， 这是我省
市州成立的第一个专门保护金
融消费权益的社会团体。

怀化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协会是由人民银行怀化市中心
支行牵头， 当地工行、 农行、中
银、建行等金融机构以及财保公
司发起，吸收全市现有49家金融
机构而组建的。

“先锋工程”促百姓致富汝城

城步民族文化助力计生宣传

南岳拟实行淡旺季
差别门票价格

全国百佳茶馆颁奖典礼
将在安化举行

怀化成立首个市州金融消协

永州至衡阳由3小时缩短为不到1小时

南岳香炮门店
评星定级启动

“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等你来

8月15日， 发布会现场， 舞蹈演员表演热情奔放的民族舞蹈。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衡柳铁路
年底开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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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5 日

第 2013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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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 1000 1050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2609 160 417440

6 0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8月15日 第2013095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222082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4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5000000
9 18321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52
67207

1283571
7885465

39
2592
49353
264125

3000
200
10
5

15 19 28 290601 10

8月31日至9月4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