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宁计生协会万名会员服务万家
本报5月29日讯（朱章安 徐德荣 张岳群）“再也不会想

超生的事了，以后一心一意种油茶林，一定能过上好日子。”5
月29日上午， 常宁市官岭镇林场职工周春根在当地计生协
会与他签订服务承诺书后，当场表态。当天，常宁市人口计生
局、计生协会联合举办的“万名会员，服务万家”活动拉开帷
幕，全市1万名计生协会会员共与1万户计生家庭签订服务承
诺书，承诺提供政策宣传、生产扶助、生活关心、生殖保健、生
育关怀等方面的服务。

邵阳市 多云转阵雨 23℃～30℃
湘潭市 阵雨转中雨 23℃～27℃

张家界 多云转阵雨 21℃～27℃
吉首市 阵雨 20℃～25℃
岳阳市 阵雨转中雨 22℃～27℃

常德市 阵雨转中雨 23℃～28℃
益阳市 阵雨转中雨 22℃～27℃

怀化市 阵雨 22℃～27℃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24℃～30℃

衡阳市 阵雨 26℃～32℃
郴州市 阵雨 24℃～33℃

株洲市 阵雨 23℃～27℃
永州市 阵雨转多云 24℃～33℃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中雨，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南风 2~3 级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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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5月29日讯 （周云武 李治
彭月辉 ）28日，“长沙民间投资项目对接
会”举行。长沙市政府发布第二批共86个
面向民间投资开放的项目， 项目涉及6大
类，总投资1010亿元，吸引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企业、海外商会、香港长沙商会、省
市工商界企业家代表等参会，对接会现场
签约近50亿元。

当天发布的民间投资项目大的投资
近百亿，最小的仅百万余元。民间投资和
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合作合资、直接建设、

用地开发、股权并购、委托经营、政府购
买公共服务等多种方式介入。 除片区开
发、 产业项目等可通过土地增值方式实
现收益外， 其他大部分项目以政府回购
的投融资模式为主， 资本投入风险系数
较低。

会上进行了项目签约， 涉及地产、汽
车、环保、商贸等多个投资领域的8个项目
成功签约，总投资49.36亿元，引进资金达
38.36亿元。其中包括福邦（上海）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在长沙经开区投资14.5亿元

建设大众长沙福邦零部件园项目等。
今年一季度，长沙市民间资本固定资

产投资659.51亿元，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78.3%，同比增幅13.4%。这次的民间投资
对接会正是为了进一步扩大长沙对外开
放，破解发展资金不足的瓶颈。

2013年9月, 长沙市收集了第一批共
59个对民间投资放开的项目。目前，大部
分项目均接洽顺利，其中万家丽路快速化
改造工程等10个重大项目已实质性地引
进了社会投资主体。在此带动下，2013年，

长沙完成民间投资3093亿元，占全市固定
资产投资总量（4593亿元）的67%，同比增
长27%，增速比全部投资、国有及国有控
股投资分别高6.9个和14.5个百分点，对全
市投资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5.8%。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
讯员 胡益龙 杨再广）“年初以来，每天向
港澳地区发一大货车蔬菜，小农水发挥了
大作用。”5月26日， 通道万佛山生态农业
科技园蔬菜种植大户游云惠说。

去冬以来，通道把小型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作为民生实事来抓，从县直机关

和乡镇抽调1000多名干部， 下乡与群众
一起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并实行县领导包
乡镇、科级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到户责
任制，层层动员抓落实。同时，建立“上级
争、政府投、单位帮、部门调、政策引、群众
筹、社会助”的投入新机制，共投入资金
5528万元，整修各类小型水库、山塘430

处，整修新建各类溪河坝、小水窖、小型泵
站、机井、电灌站等小微水利工程400余
处，新修灌溉渠道173条、总长489.6公里，
改善灌溉面积2.93万亩，新增灌溉面积0.7
万亩，恢复灌溉面积1.19万亩。

小农水工程建设，有力促进了农业产
业发展。目前，通道涌现出省级农业产业

龙头企业惠龙兔业有限公司， 以及牛百
岁、利民畜禽水产品、峒王酒业、有嚼头食
品、楚源食品、源田生菜业、万福蛋鸡养殖
等7家怀化市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 先后
流转土地37.54万亩， 组建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135个、入社（会）农户达1.23万户，大
批农民成为农业产业工人。

“大美新疆”
揽客武陵源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尹超 通讯员 易善任 邓道理）
“咱们新疆好地方啊……”5月29日上午，“大美新疆” 旅游
促销团在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吴家峪标志门广场一
亮相，便受到各地游客及当地群众关注，人们纷纷到咨询
服务台，索要资料及询问相关情况。据了解，这是张家界市
武陵源区建区26年来接待的首个新疆旅游促销团。

“大美新疆”旅游促销团由新疆乌鲁木齐市旅游局组
织，之所以选择到武陵源促销，主要是看中这里每年上千
万人次的客源优势，其次是武陵源和新疆两地自然风景、
人文、民俗风情各具特色，可以互为补充，丰富旅游行程。
期间， 促销团成员向到武陵源旅行的海内外游客和当地
群众推介新疆丰富独特的旅游产品， 为公众派发了新疆
旅游地图、旅游线路介绍等资料，并在广场上即兴跳起了
美丽动人的维吾尔族舞蹈。 不少游客拍照留念并随之起
舞，现场气氛热烈。来自江西的游客李先生表示：“大美新
疆和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都是美丽中国的一部分，有
机会一定会带家人去新疆旅游。”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本报记者 胡信松

5月26日， 由湖南肆零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司令视讯”平
台在长沙正式上线，并获得长沙市
政府、长沙高新区给予的专项资金
及政策支持，成为我省《关于鼓励
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意见》出台
以后首批获专项资金支持的移动
互联网企业之一。

对于公司的良好开局，员工们
口中的“司令”、董事长罗忠理难掩
兴奋，“我们的目标是把‘司令视
讯’打造成中国第一视讯聚合引擎
平台。”

1983年出生在隆回县罗洪乡
一个偏僻小山村的罗忠理，2004年
考入北京交通大学，2008年毕业
后，又考上了令人羡慕的国家某部
门公务员；随后他又攻读了北京工
业大学的软件工程硕士学位，工作
如虎添翼。

但机关生活的平淡和不高
的工资收入，让从小就不甘平庸
的罗忠理萌生了换种活法的冲
动。“在继续拿铁饭碗和创业之
间，挣扎了很久，最后决定自己
干。”2010年初， 不顾家人反对，
罗忠理毅然辞职下海，创立了北
京凯瑞传媒广告公司。

“说是公司，其实当时自己
就是个‘三无’人员，无资本、无
资源、无人脉，有的只是梦想。公
司开张的时候， 连员工也没有，
真正的光杆司令一个。” 说起创
业时的艰辛，罗忠理轻松得像在
说别人的故事。

一次偶然的机会，罗忠理认
识了一位加拿大营养屋集团的
华侨，那人在北京搞了一个健康
产品的电子商务平台，凯瑞传媒
包揽了其营销、策划、推广，这笔
39万元的业务合同，是罗忠理赚
的第一桶金。后来，业务订单就

像雪片一样飞来。
凯瑞传媒在互联网广告领

域，如鱼得水，2012年公司营业额
就突破了3亿元， 用了不到3年时
间成为中国互联网广告代理行业
（非4A公司）的第二名，成为业内
的一匹“黑马”。

今年2月，一直想进军移动互
联网产业的凯瑞传媒， 获知湖南
省出台了移动互联网扶持政策
后， 在长沙市高新区有关领导的
热情感召下， 罗忠理回乡注册成
立湖南肆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他说，“一是浓厚的家乡情结，二
是湖南的人才、 政策和投资环境
吸引了我。”

作为过来人， 针对现在很多
大学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的现
象，罗忠理建议，创业不能光凭冲
动， 一定要先想清楚自己能干什
么， 有多大承受能力。“确定目标
后，坚持最重要。”

盲人来打乒乓球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谢璐）“加油！”“好球！”今天

下午，在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侯家塘社区，长沙首届
社区盲人乒乓球赛引来观众叫好，场上的两名“运动员”
是视力残疾人。 这是该社区为残疾人举办的一场特殊运
动会。

据侯家塘社区主任周湘玉介绍，“盲人乒乓球” 又称
听音辨位乒乓球， 是一种利用声音辨别方向的视力残疾
人球类运动， 参与的两人互相推送一只内置铃铛的乒乓
球，以球拍击球和球在球台上滚动的声音为判断标准，能
帮助盲人提高听觉敏感、快速反应、动作协调等能力。据
悉，侯家塘社区有残疾人107人，其中视力残疾50人，是
长沙市最大的盲人聚居社区。今年年底前，该社区将建成
一个近300平方米的残疾人文娱活动室， 届时残疾人居
民可在此进行观看无障碍电影、阅读盲文图书、制作手工
艺品、打盲人乒乓球等活动。

也有柔情似水时
———株洲市石峰区检察院公诉科二三事

通讯员 黄丽 郭雯 本报记者 周怀立

打击犯罪铁面无私， 一心为民满怀柔情。 在刚与柔
之间， 在法与情面前， 株洲市石峰区检察院公诉科的干
警们在坚守法律威严的同时， 也书写着温情的一页。

一年前， 石峰区黄女士遇到了天大的难事。 她从事摩
的生意的丈夫遭抢劫被害， 这个本来困难的家庭唯一的顶
梁柱倒了， 黄女士一下子陷入悲痛与茫然中。 自己失业在
家， 女儿在读大学， 还有老人要赡养， 这可怎么办啊？

法院判处被告赔偿巨额经济损失。 但是， 被告家里
却一贫如洗， 连房子都没有。 而且被告属于未成年人，
要获取民事赔偿变得不可能了。 干警们了解情况后， 决
定设法帮受害人家属解决生活问题。 几个年轻干警经多
方奔走， 最终为受害人家庭争得6万元救助金， 牵线一
名爱心人士还诺资助黄女士女儿完成大学学业。

去年， 石峰区张某要建厂房， 不料涉及邻居周某家
的老房基地， 双方因此多次发生纠纷， 并起诉到法院。
法院进行了一审、 二审， 但矛盾还是无法化解。 之后，
周家要修路， 张某出面阻拦， 结果被打伤。

受理案件后， 公诉科的干警认为这个案子犯罪情节
较轻， 且周某为初犯、 偶犯， 决定与人民调解员、 村委
会、 单位领导一起出面， 耐心细致做调解工作。 最终，
双方达成刑事和解， 周家赔偿9万元， 并向被害人道歉，
检察院也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后来， 公诉科干警还多次进行回访， 彻底化解两家
积压多年的矛盾与怨气， 使双方握手言和， 由仇家变成
了好邻居。

新化拆除111栋危房校舍
明年7月30日前所有新建校舍竣工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康承贵）5月23

日， 新化县吉庆中心学校已拆除的一栋D级危房正式动
工修建。

2009年以来， 新化县对各类校舍进行维修改造，消
除D级危房近20万平方米，维修改造校舍193457平方米。
由于学校布局点多面广，大部分校舍建于上世纪60至80
年代，经历几十年的风雨侵蚀，逐渐成为危房。经鉴定，全
县仍有D级危房111栋。

5月1日，新化县展开“拆危行动”。县政府一名副县长
指挥调度，各乡镇党政干部、县教育局党政班子成员、各
乡镇中心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坚守在各Ｄ级危房的拆除现
场， 与学校和当地村委会一同制订Ｄ级危房拆除及过渡
时期安置方案。截至5月15日，除琅塘镇白云完小教学楼
被鉴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外， 其余Ｄ级危房全部安全
拆除。据悉，新化将通过县财政投入、社会捐资助教、乡镇
部门对口支持、争取上级项目资金等渠道，全力筹资上亿
元重建校舍。目前，被拆除危房校舍学校的学生安置在民
房中寄读。各乡镇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对重建项目进
行科学、合理规划，确保2015年7月30日前所有新建校舍
竣工。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谭海池 庞利 ）5月23日7
时50分， 韶山国税办税服务大厅
早早开门。8名工作在这里的“微
笑使者”习惯性地擦几抹窗、夹报
烧水———认真作着迎接纳税人光
临前的准备。这是“韶山国税”科
学管理演绎出来的一幅爽人画
卷。

在“韶山国税”的荣誉库里，
有“全国税务系统先进集体”、“全

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巾帼文明
岗”、“湖南省文明单位” 等的牌
匾。 该局局长谭海池感慨地说：
“这些荣誉属于过去，围绕续写荣
光，我们仍在努力,进一步加强科
学管理。”

“韶山国税”的科学管理，是
紧扣提高税干素质展开的。在
“基于纳税人需求、 始于纳税人
满意、经于纳税人遵从”的总体
要求下，他们开展了“学习型机

关、学习型个人”活动，组织税干
学时事政治、学法律政治、学文
化知识；建立了“廉洁自律”、预
防腐败的管理机制。以连续15年
实现廉政建设“零发案”、全员准
确使用税源管理体系为依据 ，
“韶山国税” 人的素质有了大幅
提升。2013年， 在全省纳税人学
校满意度调查和韶山市机关窗
口服务单位满意度调查中，该局
满意度均达100%。

娄星区万宝镇关爱失独家庭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黄乐园）“谢谢你

们记挂着，让我们心有所托，老有所依。”近日，61岁的失独老
人黄夫春，对前来家中探望的娄底市娄星区万宝镇计生协会
会长刘芳等人表示感谢。黄夫春是清江村人，家境贫困，独子
在20多年前意外身亡。最近，万宝镇计生协与妇联、民政等
部门一起为其筹措资金10多万元，帮其建了红砖房，并入了
政府低保，每年还可享受5640元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

绥宁取缔25家非法小造纸厂
本报5月29日讯（通讯员 向云峰 龙宪智 记者 蒋剑平

戴勤）5月下旬， 绥宁县对偏远乡镇非法造纸厂开展联合执
法行动。到5月28日，依法取缔了25家非法小造纸厂。

绥宁县东山、河口、麻塘等地处山区及与邻县交界处的
乡镇，近年冒出了不少非法小造纸厂。为保护青山绿水，这次
县里组织环保、公安等职能部门，联合开展了此次专项执法
行动。

一包香烟换盆花
本报5月29日讯（陶芳芳 王强 张云飞）要烟草还是要

健康？今天，长沙开福区以“远离烟害，拥抱绿色”为主题的志
愿劝导服务活动在万达广场前举行。此举让不少“痛恨”香烟
的市民纷纷叫好。

开福区文明办、文明委举办了此次活动。活动现场组织
了“盆栽换香烟”活动，只要交上一包香烟即可换回一个印有
控烟标识的小盆栽，用“袅袅烟雾”置换“盎然绿意”，提倡禁
烟控烟的新理念。活动现场，控烟劝导志愿者们每劝导一名
市民熄灭香烟，则发给对方一块薄荷糖。

“司令”罗忠理

韶山国税微笑服务纳税人

5月29日，麻阳苗族自治县公安局组织开展 “迎六一”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富州小学30余名师生走进特警
大队营区和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体验警营生活，了解警用器材用途和使用方法。 张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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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5月 29日

第 2014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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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1000 620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776 160 124160

9 1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5月29日 第2014060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719149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5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000000
10 10428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32
75440

1322614
12991386

43
2925
48003
479139

3000
200
10
5

14 18 25 330503 06

富民实抓小农水通道

民间投资大项目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