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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小雨 6℃～9℃
湘潭市 中雨转小雨 7℃～12℃

张家界 小雨 6℃～10℃
吉首市 小雨 7℃～11℃
岳阳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7℃～10℃

常德市 小雨 5℃～9℃
益阳市 小到中雨 6℃～10℃

怀化市 小雨 7℃～10℃
娄底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5℃～10℃

衡阳市 小雨 8℃～11℃
郴州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8℃～12℃

株洲市 阴转中雨 8℃～11℃
永州市 阴转小雨 9℃～12℃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小雨，明天阴天有中雨
北风 2 级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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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3月 5日

第 2014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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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 1000 827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935 160 309600

3 68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2082524
0 1859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72
1003
9194

3
11
159

218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8423
106164

345
215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4年3月5日 第2014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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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2502 05 10 12 18 28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王文隆 李治）
蓝思科技集团董事会秘书彭孟武今天透
露，在政府部门帮助下，该集团20天时
间招聘了2万多员工。这个一度为用工犯
愁的企业， 正在浏阳经开区开足马力生
产。人才需求急剧增长，是浏阳新型工业
化加速推进的生动写照。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2013年度
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考核结果通

报》，浏阳市、浏阳经开区、蓝思科技分获
县市（区）、产业园、企业类的“全省加速推
进新型工业化一等奖”。 长沙市近日通报
的2013年工业经济主要指标也显示，浏
阳市以规模工业增加值20.2%的增速位居
各县市（区）榜首，浏阳经开区以规模工业
增加值27.8%的增速位居各园区榜首。

桂冠的获得，源于近年加速推进新型
工业化的“浏阳经验”。一是搭建平台引企

业。浏阳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浏阳建设了
经开区、制造产业园、两型产业园等工业
经济“三园六区”作为产业承载平台，主攻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七大产业，引进了
蓝思科技、 介面光电等大批优势企业。至
2013年底，该市过亿元企业258家。二是
强化服务促发展。为帮助企业发展、及时
解决其困难和问题，浏阳坚持推行“一线
工作法”和“现场观摩法”，现已形成完善

的服务体系， 成为民营资本的投资热土。
三是科技创新激活力。浏阳与100多家重
点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 推出系列措施激发企业创新热情，为
企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兴工强市是浏阳重点发展战略，今年
将围绕‘建设大平台，主抓大产业，突出大
项目’等思路，继续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长沙市副市长、浏阳市委书记曹立军表示。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
员 李志刚）近日，记者在临澧县四新岗
镇卫生院看到，该院耗资30万元建设的
“中医馆” 已正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目
前，临澧县中医药服务已覆盖全县城乡。

临澧县是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单
位。近年来，该县以推进新医改为契机，
着力加强农村中医药服务能力基本建
设。投入3000万元，用于乡镇、村两级卫
生机构规范化建设，使全县339所村卫生

室达到“六有”标准，即有中医药专职人
员、中医诊室、中药房、中药加工室、中草
药园地、中医药适宜技术设备；17所乡镇
卫生院建起了中医科、 中医药基础指导
室、中医药预防保健宣传窗等。

为留住中医人才， 临澧县打破常规，
对具有本科学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中医
药人员，直接办理进编手续；对民间有资
质的优秀中医人才，采取特招方式，吸引
其到县直医疗机构或乡镇卫生院工作。此

外，县财政每年拨付150万元资金，用于农
村中医药人员培训，还与湖南中医药大学
联合办班， 系统培养中医药专业人才。对
中医药服务项目报销比例，在原有基础上
提高5个百分点。 县财政在卫生经费预算
中，在原来40%向中医药划拨单列的基础
上，再提高10%。这些举措，为全县中医药
发展起到了“强筋壮骨”的作用。

今年，临澧县又出新招，实行中医药
县、乡镇、村一体化管理，促进人才、技术

等在县中医院、乡镇卫生院、乡村医疗站
之间规范有序流动。目前，该县乡村中医
人员运用针灸、拔罐、艾灸等18项中医药
适宜技术为城乡群众服务， 有效缓解了
看病难、看病贵。

武陵源区“微党课”开课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尹超 通讯员 陈丹 黎国平）近日，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借助刚搭
建好的微信平台， 向全区党员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微党
课”。一边上课，一边还可以在线发问、交流心得，一改“灌输
式”授课的沉闷，学员兴趣浓厚。

今年初， 该区计划在微信上开辟党员教育与交流平台，
寄望通过新技术、微平台，实现大覆盖、新效果。经过2个多月
的筹备，广大党员纷纷加入这个新平台的“朋友圈”，在网上
建起了新的“党员之家”。上“微党课”、传达文件精神、了解活
动动态、提出意见建议……直观生动、随时随地。

浏阳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全省考核一举摘得3个一等奖

临澧中医药服务覆盖城乡

雨花区“爱心顺风车”
传递真情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谢璐 ）今天是第51个“学雷
锋”活动日，雨花区“爱心顺风车”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全面起航。

“先生， 请问您要去哪里？ 我可以顺便载您一程
吗？”上午10时许，在雨花市民广场附近，开车出门购物
的胡炜阳见到一位先生站在路边焦急地张望， 身边放
着几大包行李，于是主动靠边停车询问。简短交流后，
胡炜阳将从西安来长沙办事的董先生送往了火车南
站。胡炜阳是参与雨花区“爱心顺风车”活动的爱心车
主，“我是看到张贴在社区的活动倡议书后报名参加
的。”她说，在审核了她的车辆品牌型号、驾驶证、车辆
行驶证、车辆保险单等证件无误后，团区委工作人员让
她顺利加入了顺风车QQ群。

据介绍，“爱心顺风车”活动向全区的机关干部、社
区爱心人士倡议，利用私家车的空位，为有需要的市民
出行提供交通便利，缓解交通拥堵、倡导绿色出行，用
爱心和真情温暖社会。短短几天，已有300余名爱心车
主加入，每天至少发布50余条顺风车信息。

湘潭专业人才
做志愿服务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睿）“这里的
志愿者除了给我免费测量血压，还告诉了我一些养生的
诀窍，这样的活动应多开展。”今日，由共青团湘潭市委组
织的“3·5学雷锋集中行动日”活动在该市华隆步步高广
场启动，共吸引了该市11支志愿者队伍参与其中。

记者在现场看到，11个志愿服务台在广场前一字排
开，服务项目涵盖了医疗卫生、环保、教育、工商、金融等领
域。“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学雷锋活动的志愿队伍吸引了
更多专业性人才的加入。” 共青团湘潭市委宣传部部长胡
谅告诉记者，今年参与活动的志愿队伍分别来自该市的企
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目的就是为了让市民享受到更为专
业的志愿服务。

本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肖展发 舒卫军

曹南秀大娘逢人就夸：“肖
翠就是我的好媳妇。” 其实曹大
娘和肖翠是住在两个村，相隔不
到400米的“好邻居”。一段17年
的爱心传承，将这两家紧紧连在
了一起。3月3日， 肖翠和婆婆左
光荣又来到了曹南秀家里，为她
送来了几蔸新鲜包菜。

今年83岁的曹南秀，住在双
峰县杏子铺镇溪口村。 她生有4
男1女，20年前老伴撒手西去，大
儿子客死他乡， 其他3个儿子陆
陆续续做了上门女婿，女儿也出
嫁了，家里留下曹大娘独居。

“他们一家都是好人。”曹大
娘说。

曹大娘说的是肖翠和公公
李少柏一家人。1997年， 曹大娘
患高血压中风，身体右边手脚瘫
痪，不能活动和行走，吃水、用水
成为老人的一大难事。梓园村的
李少柏从那时起，便为老人做些
挑水、种菜、煮饭等力所能及的
事情。

李少柏说：“人都是要老的，
我看她那个样子， 能帮就帮一
点。”

1999年，李少柏的继子曹素
伟和肖翠喜结连理。肖翠这位从
贵州嫁过来的媳妇，义无反顾地
从公公手里接过照顾曹南秀的
接力棒。

自此，寒来暑往，肖翠早起
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自家井里挑
上两担水， 送到曹大娘家中，一

担水一挑就是12年。 直到2011
年， 肖翠为曹大娘买了水泵，把
自家自来水管接到了曹大娘的
水缸里。

解决了曹大娘的饮水大难
题， 本以为肖翠可以休息了。但
肖翠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大娘的
身上了。

肖翠常常和婆婆抽空去看
望曹大娘，和大娘拉家常、谈趣
事。老人爱吃新鲜蔬菜，她就为
她到街上买，还时不时给老人捎
带日常用品， 买好吃的零食。天
气晴好，肖翠总要扶老人到外面
行走、活动。每隔几天，肖翠就帮
老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长炼投巨资检修
800万吨炼油项目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春芳) 截至今天，

长炼800万吨炼油项目连续平稳运行1248天， 创中国石化同
类型新建装置首次开车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纪录。 目前， 该公
司正在全面部署为期45天的生产装置停工大检修工作。 此次
大检修改造项目共1442项， 总费用6.28亿元。 这是长炼800万
吨/年炼油改扩建工程建成投产以来的首次全面停工大检修。

此次检修工作过程中， 长炼还面临10万吨/年环氧丙烷
装置大规模集中安装的任务， 检修参战人员高峰期每天约
8000人。 长炼副总经理、 检修指挥长刘建平介绍说， 此次
大检修是装置周期性大修和设备更新， 同时进行隐患治理和
技术改造。 大检修将为长炼下一周期运行得更为平稳， 更为
高效奠定基础， 为企业持续有效发展， 实现增效和绿色低碳
发展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今年1月份， 长炼加工原料油
66.8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40.9亿元， 上交税收7.19亿元。

爱心传承17年

3月5日 ，长沙
市东塘商业广场 ，
阿弥岭社区小学
生志愿者向过往
市民发放并讲解
“学雷锋活动倡议
书 ”。 长沙阿弥岭
社区开展以 “榜样
引领导航 ，爱心陪
伴成长”为主题的
“蓓蕾行动 ”。提倡
用语言 、 用行动 、
用友爱学习雷锋 ，
做雷锋精神传人。

本报记者
武席同 摄

蓝山打造湘江源头旅游品牌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李先志） 昨天下

午，蓝山县在长沙举行“湘江源头·神美蓝山”旅游宣传推介
会，来自省内的50余家知名旅行社和10多家新闻媒体出席。

蓝山是湘江的发源地，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境内人文景
观，文物古迹众多，民风民俗独特，自然风光秀美。蓝山国家
森林公园被誉为湖南的“香格里拉”；古城、滨溪和虎溪三个
明清古村群落享誉湘南；建于唐代的千年古刹塔下寺是旧时
湘南三大佛教圣地之一；神秘古老的度戒、还盘王愿、上刀
山、下火海、坐歌堂等瑶族原初文化至今仍然保留完整，是研
究道教文化的“活化石”。蓝山还是舜帝南巡过化之地，舜文
化源远流长，舜水、舜庙、南风坳等以其踪迹命名的山水人文
景点不胜枚举。近年，蓝山先后举办了梨花节、湘江源生态旅
游节等文化旅游活动，积极打造“湘江源头在蓝山”的旅游品
牌。2013年，该县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