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市 多云 11℃～25℃
湘潭市 晴 11℃～26℃

张家界 晴 10℃～29℃
吉首市 晴转多云 10℃～25℃
岳阳市 晴 14℃～23℃

常德市 晴 12℃～26℃
益阳市 晴转多云 11℃～27℃

怀化市 晴 11℃～26℃
娄底市 晴转多云 11℃～27℃

衡阳市 多云转晴 13℃～25℃
郴州市 阵雨转多云 12℃～23℃

株洲市 晴 13℃～27℃
永州市 多云 13℃～25℃

长沙市
今天，阴天间多云，明天多云
北风 2~3 级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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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凌 实习版式编辑 张杨◎

本报3月16日讯（记者 施泉江 通讯
员 李亚雄 王强）“以前我常把货物摆在
门口招揽顾客，在街道‘红帽子’志愿者
的劝导下， 如今我不再占道经营了。”今
天， 在长沙市一医院附近经营花店的张
女士正清理门店前的卫生。

据了解，开福区的沿街门店、商家之
所以态度有如此巨大变化，由“不愿管”

变为“主动做”，关键在于开福区委、区政
府目前在全区范围内大力开展的“续写
雷锋日记”———“邻里守望学雷锋、 全民
参与微公益”系列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全
区2万名头戴“红帽子”的志愿者担当“精美
城区”建设主力军，引领全区居民群众随时
随地做随手可做的公益事业，以点滴之善、
尽力而为，让城市美起来。在3月4日上午举

行的活动启动仪式上，开福区共建“精美城
区” 志愿服务联盟成员对营盘路、 芙蓉北
路、湘江大道、三一大道4条城市主干道两
厢及周边街巷的经营性场所、 驻街单位发
放了《建设“精美城区”倡议书》10000份。

开福区将2014年确定为“‘精美城
区’建设年”，以全国一线城市中心城区
管理水准为标杆，大力实施清洁、畅通、

靓丽、清霾、碧水、治违、共建“七大工
程”，力争到2016年底，率先在长沙市实
现城市品质倍升的目标。 区委书记李蔚
介绍，该区还将着力创新城市管理模式，
通过“精美单位”创建评比等工作，使驻
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到“精美城
区”建设中来，在全区形成上下有共识，
户户都动员，人人齐参与的良好局面。

本报3月16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
员 刘龙亮 周世伟 ）“百村共建联民心、
百人问政察民意、百项实事惠民生、百案
化解排民忧、百天审批解民难”。这是攸
县最近为更好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而推出的“五百行动”，以凝心
聚力，推进新创业、建设新攸县，奋力打
造发展升级版。

攸县县域综合实力已连续8年居“全
省十强”之列。该县抓住今年开展教育实
践活动的契机，推出“五百行动”，在全县
干群中掀起一轮主动解放思想、 投入深

化改革、推动转型升级、加快县域崛起的
热潮。

“五百行动”中，攸县将组织100个左
右的村（社区），与县直单位结对，突出抓
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环境美化等。同
时， 着力抓好公开讲评、 股所级干部评
议、电视问政和人大、政协视察评议4大
活动，并组织100名党代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及企业主、 基层群众代表， 与乡
镇、县直单位主要负责人“面对面”交流。
实施就业保障、安居宜居、畅通出行、安
全保障、 扶贫解困等民生工程100个，并

深入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整治3大活
动，解决一批安全隐患、群体纠纷与信访
积案。

针对群众反映办事难的问题， 攸县
还着力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打造高效率
的政务服务中心， 做到一次会议纪要明
确全年政府性投资项目、 每个项目只进
行一次集中审批、 县政府领导只签一次
字、相关部门只盖一次章、全面实行一费
制， 政府性投资项目和兴办企业项目在
供地后10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开工
建设。

3月5日， 攸县县委书记胡湘之代表
县委常委会，向全县人民做出“十带头”
公开承诺：带头严守政治纪律、深入解放
思想、维护班子团结、坚持群众路线、服
务产业发展、提升工作效率、执行人事政
策、改进文风会风、厉行勤俭节约、严格
廉洁自律，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出表率。

开福区“红帽子”让城市美起来

攸县“五百行动”让发展快起来

本报3月16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
员 胡欣）公交车开到“家门口”，是不少
乡镇居民的热切盼望。 记者14日从长沙
县交通运输局获悉， 长沙县今年计划新
开通城乡公交线路16条， 长沙县大部分
镇街的居民都可以乘坐公交车进城了。

目前， 长沙县已开通的城乡公交线
路有4条，分别是2011年1月份
开通的城乡公交1号线、2号线、
3号线和2011年9月份开通的
城乡公交4号线。此4条线路分
别至 梨、黄花、安沙、长龙4个
镇街， 开通以来成为沿线居民
进城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

“今年拟新开通的16条公
交线路将使城乡公交线路总数

达到20条， 覆盖长沙县大部分镇街的主
干道，比如正在规划星沙至青山铺、果园
等镇街线路。”长沙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16条城乡公交线路开通后，将
与已开通的城乡公交1至4号线覆盖全县
大部分镇街的主干道， 切实方便百万城
乡居民出行。

本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黎治国

“你好，我是芦双凤，感谢您帮找
的这份好工作……”

“工作满意就好，多学点技术。”
3月15日中午，记者在张家界溇澧

野生动物开发有限公司看到， 几名穿
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人有说有笑地从野
猪栏舍里走出来， 其中一名叫芦双凤
的工人，高兴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忙
着给王龙章打电话报喜。

王龙章是桑植县芙蓉桥乡大庄坪
村人， 早年在北京打工， 赚得百万家
产。2010年底， 他放弃高薪回乡照顾
年迈的父亲。回乡后，他尽己所能，经
常资助村里的贫困户和贫困学生，还
东奔西跑帮助贫困村民找工作。 几年
来， 他先后资助了49户贫困家庭和贫
困学生，钱款物资达5万余元，并帮助
35位贫困村民找到了工作。 村里人都

称他为“好人王龙章”。
芦双凤跟王龙章同村。 去年腊月

二十九，王龙章赶集买年货时，听说村
里贫困户芦双凤因生病，把“年猪”都
卖了。 他当即准备一份年货送到芦双
凤家里。

“要是能在乡里附近找个工作那
该多好呀。”坐在两间破木屋里，芦双
凤向王龙章吐苦水。

“找份工作才能帮助芦双凤解决
实际困难。”一过完春节，王龙章就四
处打听招工信息， 还从网上查询就业
信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3月5日，他在网
上查到了张家界溇澧野生动物开发有
限公司招工信息， 王龙章立马开车前
去现场考察， 将芦双凤的情况如实介

绍。 老板被王龙章乐于助人的爱心感
动，当即答应招录芦双凤，包吃包住，
月工资1500元。第二天，王龙章亲自把
芦双凤送到该公司， 并帮助办妥用工
手续和签订劳动合同。当天，芦双凤就
上班了。 一同介绍进来务工的村民还
有王山宝、王平然。

“以前，在北京打工，把年迈的双
亲留在村里，很担心，可为了生计，没
办法。 乡亲们便自发地承担起照顾父
母亲的任务，生病时，帮助往医院送。
日常生活必需品， 都是村民帮助买好
送到家里……母亲去世， 乡亲们都自
发赶到家里帮忙，让我感动。”王龙章
对记者说，“过去, 乡亲们的爱心感动
了我。 今后， 我要把这个爱心传递下
去，帮助更多的人。”

郴州建设省内首个
“碳汇林”基地

本报3月16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蒋伟）日前，郴州
市级主要领导及干部、群众300余人，冒着蒙蒙春雨，来到该
市“碳汇林”基地植树，标志着我省首个“碳汇林”基地建设正
式启动。

郴州市“碳汇林”基地设在苏仙区坳上镇田家湾村，一期
建设总投资1200万元，计划营造“碳汇林”950余亩，年内全
部完成。据测算，“碳汇林”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1800吨，排
出氧气1600吨。

“碳汇林”是以固碳为目的建造的树林，各团体组织、或
个体市民个人可以通过捐赠碳汇资金或直接植树造林，来消
除自己的“碳足迹”。

2012年，郴州市出台政策，倡导建立“购车碳汇林”，要求
在职的相关领导干部按照所用配公车排气量，捐资或种栽植
相应数量的或捐资“购车碳汇林”； 而对于企业和私家车业
主，则鼓励其自愿种植“购车碳汇林”。

桑植好人王龙章

东安农田成“抢手货”
项目区每亩租金由150元涨到380元
本报3月16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陈政忠 熊建新）

近日，东安县横塘镇三吉村几家种养大户忙着到农村土地流
转市场竞拍土地，为春耕生产做准备。几个回合下来，三吉村
种养大户刘增月终于竞拍到360多亩稻田，每亩租金却由往
年的150元涨到了今年的380元。

去年，东安县总投入1663万元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项
目落户横塘镇狮子铺、三吉等7个行政村。该项目建成后，项
目区内的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水利条件大力改善，极
大地促进了土地合理利用和流转。仅此项目可新增粮食120
万公斤，其他农产品15万公斤，新增种植业总产值430多万
元，项目区农民年均纯收入增加135万元。因受水利、交通等
不利条件的影响，往年项目区内的土地每亩租金降到150元
都很难租出去，可今年由于生产条件改善了，这些土地成了

“抢手货”，租金也“水涨船高”。
从2007至2013年，东安县累计投入资金6952.5万元，先

后在南桥、 大江口等乡镇实施6个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和高标
准农田示范工程建设项目，土地面积近2万公顷，原来的荒山
荒土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粮仓”，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3763
万公斤，每年为农民增加收入88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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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3月 16日

第 2014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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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1000 295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725 160 116000

0 2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3月16日 第2014028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0960439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7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421842
3 40364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10
76325

1432186
16501366

34
2597
50854
594194

3000
200
10
5

21 27 30 321606 05

3月15日， 意大利时尚时装秀在我省历史文物建筑———长沙市裕湘纱厂精彩上
演，让观众感受了中外文化交融的魅力。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本报3月16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李爱成
袁义生）日前，耒阳市公安机关对三个破坏经济发展
环境的涉黑涉恶团伙同时展开集中收网行动，抓获涉
黑涉恶团伙成员14人，缴获来福枪2枝。 目前，三起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今年来，耒阳市公安部门对全市破坏经济发展环
境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3月12日，市公安局
专案组对以两李为首和以谢某为首的两涉黑涉恶团
伙展开抓捕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团伙成员11人。经查，
自2009年以来， 两涉黑涉恶团伙多次对该市梅桥社
区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实施敲诈勒索、非法阻工、寻衅
滋事等犯罪活动，非法获利1000余万元。另一抓捕行
动小组一举将以刘某、徐某、梁某等人为首的涉黑涉
恶团伙等人抓获。 该团伙在该市白沙小区建设过程
中，多次进行非法阻工，逼迫小区建筑方签订协议，先
后收取所谓“协调费”115万元。

耒阳打掉3个
涉黑涉恶团伙

长沙县年内开通16条城乡公交线

郎
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