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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晴 20℃～28℃
吉首市 多云 19℃～28℃
岳阳市 多云 20℃～27℃
常德市 多云转晴 19℃～29℃
益阳市 多云 20℃～31℃
怀化市 多云 19℃～30℃

娄底市 多云 20℃～29℃
邵阳市 晴 19℃～30℃
湘潭市 晴 20℃～31℃
株洲市 晴 20℃～29℃
永州市 多云 20℃～30℃
衡阳市 晴 22℃～31℃
郴州市 多云 20℃～31℃

长沙市
今天晴天，明天多云转小雨
南风 2~3级 20℃～30℃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星期日２０14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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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曹辉 徐荣
通讯员 蒋睿 潘宇星）“今天台上庭审的
几个人，好多人都认识他们，没想到他们
以权谋私，把自己送进了牢房。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啊。”近日，参加完案例庭审
旁听的湘潭县易俗河镇一位村干部深有
感触地说。今年以来，湘潭县通过参观监
狱、巡回宣讲、旁听庭审、案件查处等举
措，让近万名党员干部接受警示教育，以

警醒大家，拒腐防变。
今年，该县分6批次组织党员干部

近1000人到长沙监狱、 茶陵监狱等警
示教育基地，现场感受“落马”官员的
悔恨与自白。 该县还挑选业务专家组
成巡讲团， 在全县范围内对各单位党
员领导干部及重要岗位、 要害部门的
工作人员进行以案说纪明法。在9月的
集中宣讲月中， 警示教育巡讲团在全

县宣讲38场， 共有6500余名干部受到
了教育。

“用身边发生的案例来警示教育党
员干部， 对增强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和
廉洁意识有很大的帮助。” 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胡亚湘告诉记者，9月16日和9
月29日，县纪委联合县法院、县检察院对
县地税局卢某某职务犯罪案和天易示范
区潘某涉嫌贪污、受贿案，易俗河镇水竹

村许某某、郭某某等5人涉嫌贪污案进行
公开庭审，共有400余人参加旁听，零距
离接受警示教育。

严肃查处违纪违法人员， 不仅是对
相关人员的教育和挽救， 也是对广大干
部的教育和警示。今年，湘潭县加大案件
查办力度，全县纪检监察机关立案86件，
涉及科级干部16人，村干部16人，移送司
法机关9人。

本报10月18日讯（郑珍
玲 李秉钧 曾昭武 张旭）10
月15日， 湖南省核工业地质
局为纪念74位为第一颗原子
弹献出生命的核矿工， 在他
们的长眠之地———郴州下湄
桥240医院公墓山举行庄严
的纪念仪式， 并在此立起一
座“湘核先驱纪念碑”，建成
了“湘核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1955年， 经国务院批
准， 我省组建了中国核工业
系统最早的一个区域性铀矿
地质勘查管理机构———中南
309队（湖南省核工业地质
局前身）。来自全国各地的有
志青年组成专业铀矿勘探
队，来到郴州寻找铀矿。在铀
矿勘探中， 许多核矿工都患
了矽肺病， 有的甚至为此献
出了生命，最年轻的仅27岁，
其中74人集中安葬在郴州下
湄桥240医院公墓山。 近60

年来， 省核工业地质局为我
国第一颗原子弹、 氢弹的爆
炸成功和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提供了原料， 开创了我国核
工业地质史上第一个提交铀
矿工业储量、 第一个发现我
国特有的“芙蓉铀矿”、“湘江
铀矿”等数个“第一”。

当天，省总工会、省核
工业地质局、省国防工会等
部门有关负责人慰问了矿
工遗孀和困难职工，省总工
会、郴州市慈善总会分别为
240医院提供了帮扶资金
15万元、20万元。 当天，省
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还来到
当时负责铀矿开采的原核
工业总公司国营711矿，送
去帮扶资金20万元，并召开
职工代表座谈会，就职工医
疗互助、矽肺病的治疗等问
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具体
的解决方案。

又讯（记者 朱章安 通
讯员 刘峥 ）10月16日，我国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
年纪念日。这天，在曾为中国
“两弹一艇” 事业和核科技人
才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南
华大学， 以“永远的丰碑·
1964”为主题，举办了专家报

告会、 与专家校友座谈会、核
武器和核科技知识竞赛、书法
绘画作品展等系列活动，纪念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弘扬“两
弹一星”精神，激发师生爱国
和爱校热情，凝聚奋进前行力
量，推动学校改革、建设与发
展。

万家乐热能科技产业园望城投产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奉永成) 今天上午，位于长沙

市望城区的万家乐热能科技产业园正式投产。 该产业园
占地150亩，具备年产30万台壁挂炉、供暖系统能力及规
模化生产空气能热水器的能力。

“在珠三角企业纷纷往内地转移的大潮中，万家乐热
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湖南尝到了甜头。”万家乐热能科技有
限公司热能事业部总经理史玉军告诉记者， 早在三年前
公司就在株洲市建立了生产工厂，湖南人力成本低，当地
政府贴心服务的举措都坚定了公司将产业园落户湖南的
决心。此次投产的产业园，将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

百位长沙市民齐过“警察瘾”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员 王思鸽）“这

么多先进的高科技警用装备， 我们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
今天却能亲身接触， 太过瘾了！” 长沙市民刘先生激动地
说。在今天开展的长沙市公安局“开放的警营欢迎您”活动
现场，通过报名招募的百位市民齐齐过了一把“警察瘾”。

作为长沙警方准备的一道“大菜”，特巡警支队的特
警技战术演练、各类新奇装备让参观群众大饱眼福。有的
群众试穿防暴服，有的拿起狙击枪，与威猛的警用越野车
和持枪特警合影留念。在刑侦支队警犬基地，警犬的精彩
表演赢得了市民群众最热烈的掌声。 战功显赫的明星警
犬依次登台亮相，为现场观众先后表演了扑咬“犯罪嫌疑
人”、口令操练、钻火圈、排查爆炸物等演练项目。表演结
束后，市民纷纷争着与警犬合影。

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参与此次体验活动
的市民都是通过“长沙警事”微博、微信以及新闻媒体报
名招募的， 警方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充分展现公安民警的
精神风貌，进一步加强警民沟通，增进警民情感，警方也
将不断改进工作，为群众创造更加安定和谐的环境。

嘉禾举办乡村休闲旅游文化节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通讯员

尹振亮 何光红 ）10月16日上午，2014嘉禾乡村休闲旅游
文化节在该县普满乡拉开帷幕， 吸引1万多名游客参加。
这次旅游节将举办热气球、动力伞、水球表演和秀才岭赏
花，品尝“舌尖上的普满”等一系列活动。近两年嘉禾县乡
村旅游方兴未艾，好戏连台。

嘉禾县委书记赵宇介绍， 该县发展乡村旅游有着得
天独厚的条件，他们把东北部的普满、龙潭、肖家和行廊
定位为发展观光休闲绿色生态旅游，把西南部的袁家、塘
村定位为发展红色旅游和传统铸锻造工业旅游， 把北部
的广发、石桥定位为发展人文自然旅游，形成各具特色、
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乡村旅游发展格局。

邵阳县兴建国内最大油茶产业园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

近日，邵阳县政府与中诚大通投资有限公司，就“中国茶油
之都·邵阳油茶产业园”项目正式签约，由公司投入8亿元，
在邵阳县城东新区建设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油茶产业园。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油茶集散基地，可实现茶籽年交
易量50万吨，年创产值30亿元、税收1亿元以上，农民人均
年增收500元以上。

据了解，“中国茶油之都·邵阳油茶产业园” 项目主要
包括油茶产业园、油茶文化博览园两大核心园区，规划总
面积1470亩， 其中470亩为产业园用地，1000亩为油茶文
化博览园用地。建设期为3年，分3期建成油茶商品交易中
心、仓储物流中心、油茶检测中心、科研中心等14个中心。

邵阳县是“中国茶油之都”、“中国油茶之乡”、全国油
茶基地示范县。近年来，该县坚持将油茶产业列为富民强
县第一产业、全县农业发展领军产业，县财政每年整合捆
绑5000万元以上项目资金，扶持油茶产业发展。目前，全
县油茶林面积已达56.2万亩，年产茶油1.08万吨，产值突
破10亿元。

邵阳“扶贫日”募集扶贫款近3000万元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罗中利）

昨天上午，邵阳市在城南公园举行“扶贫日”活动启动仪
式暨市扶贫开发协会成立大会。 记者从活动主办方了解
到，此次共募集扶贫款2977.03万元。

据了解，邵阳市目前还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5个省级
贫困县，有8个县被列为片区扶贫攻坚重点县，共有贫困
人口115万人。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4年 10月 18日

第 2014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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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1040 4721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77 173 20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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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橘子 悟茶道 品美食

橘乡石门乐翻天

10月18日，极富石门地域特色的歌舞节目轮番登台。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摄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贺欣初 李飞 ）今天，石门县举办第14届
中国·石门柑橘节。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活动以
“美丽乡村石门行”为主题，除柑橘外，还充分利
用当地茶叶、美食、民俗文化等，来吸引人们的眼
球。

这天，石门山城热闹非凡，人们沉醉在节日的
气氛中。千年古刹夹山寺禅茶文化广场，一场独具
地方特色的土家歌舞， 令5万多群众和游人大饱
眼福；灵泉禅院里，近1000人一边品茶，一边谈论
茶道；夹山老街上，石门肥肠、土家腊肉、望羊麻花
等特色美食，令游人大快朵颐，纷纷抢购。

在美丽乡村秀坪园艺场，来自省内外的600

多名骑行爱好者， 穿行在四通八达的橘乡路上。
橘园里，数千游人三五成群，一边采摘金黄色的
橘子，一边用手机拍照留影，通过微信发给亲友，
让他们分享美景和欢乐。

此次柑橘节上， 一大批本地柑橘营销大户和
外地橘商，得到了石门县委、县政府重奖，他们披红
绶带， 由16个柑橘主产乡镇推选出来的橘农代表
为他们颁奖。

橘子红了，游客来了，橘农乐了，山城醉了。
石门县委书记董岚兴奋地说：“石门柑橘之所以
能够成为全国品牌，是因为不断改良品种、创新
营销模式。尤其是今年，全县44万亩橘园产柑橘
37万吨，近9成是以订单形式销售的。”

本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尹明伟

“知道您着急，让您久等
了！”10月17日中午，拾金不
昧的岳阳市民付氏兄妹辗转
找到失主时，忙不迭道歉。这
一幕不仅感动失主， 也让路
人不住点赞。

10月16日晚7时许，付
女士骑自行车下班经过岳
阳火车站附近，发现路旁有
个厚厚的钱包， 内有1.1万
余元现金和银行卡等。因一
时找不到失主，付女士只好
将其带回家。 等哥哥下班
后，她打开钱包寻找失主信
息， 发现里面有张医保卡，
上面只有失主的名字，单位
只有“管委会”3个字清晰可
辨。“明天去市里叫‘管委

会’的单位找失主，应该没
错。”付氏兄妹信心满满。

17日上午， 付氏兄妹骑
着摩托车，开始全城搜索“管
委会”。他们先到了城市南面
的南湖风景区管委会， 没找
到人； 又到东面的岳阳经开
区管委会，也无线索；再赶到
北面的东洞庭湖管委会，还
是查无此人。

“请问你们‘管委会’有
失主这个人吗？”“有的。”3个
多小时后， 几乎将岳阳城跑
了一圈， 付氏兄妹终于在岳
阳楼景区管委会值班室，找
到了失主。物归原主后，失主
询问兄妹姓名和住址， 提出
要登门感谢。“真的没有必
要。我们姓付，大家都是岳阳
人。”说完，付氏兄妹骑上摩
托车，消失在车流中。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李国斌 吐鲁番日报记
者 买买提·艾克木）前几天，娄底市娄星区万宝镇
群益村一处道路施工现场， 发现一座明代古墓。当
地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时，在墓室的墙上
发现了色彩鲜艳的绘画， 有人物、 车马仪仗等。昨
天，省文物局专家赶到现场，发现壁画已遭到一定
程度的损坏。

据娄星区文管所负责人介绍，古墓发现地点是
一处刘姓族人的祖坟，由于道路施工，需要对坟地
进行迁移，迁移时发现了三合土，怀疑是古墓。10月
8日，文物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即介入进行抢救性发
掘。10月14日，考古人员打开墓门，发现棺木已经腐
朽，仅存少量骸骨，墓室内，另发现一个破损的陶罐
和几块瓦片。不过，在墓室四周的墙壁上，都有彩绘
图案， 其中左右两边均画了10余个人物和车马仪
仗。墓盖为八卦图，墓头有一幅画像。遗憾的是，考

古现场围观群众多，壁画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坏。
古墓长约4米，高和宽约1.5米。专家表示，根

据古墓的型制、墓室结构，并综合刘姓的族谱，基
本确定该古墓是明代中晚期。“壁画是用颜料绘在
石灰墙上，尽管已经过去400余年，仍然色彩鲜艳，
也没有脱落。”专家介绍，绘画具有明代的特征，对
研究明代的习俗、服饰等有较高价值。考古人员将
对壁画进行临摹， 然后整体切割搬进室内进行保
护。

由于没有墓碑、墓志铭及其他文字记载，无法
确定墓主人姓名和身份。不过，专家表示，在墓内绘
制壁画的，肯定是比较富裕或者有一定地位的人。

专家表示，因为天气原因，南方现存古代墓室
壁画相当稀少，在湖南此前仅有新邵发现的宋代墓
室壁画、新化维山晚唐五代古墓壁画和桂阳刘家岭
宋代古墓壁画。

湘潭县警示党员干部“手莫伸”

纪念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

“湘核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郴建成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刘魁春 谭文武）日前，在衡阳县人
民医院结算中心， 杉桥镇集福村低保户
户主唐罗群在办理出院结账手续， 办完
新农合报销后，又来到县民政救助窗口，
办好了医疗救助手续， 整个过程不到20
分钟。

据了解， 衡阳县实行城乡医疗救助
“一站式”网络即时结算，为困难群众带
来了便利。其做法得到民政部肯定，在全
国民政系统推介。

为缓解困难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
并使群众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 衡阳
县从2012年8月起， 在县人民医院、县
中医院及26个乡镇卫生院等定点医疗
机构，全面推行医疗救助“一站式”结
算服务。 凡参加城镇居民医保或新农
合的城乡低保对象、城市“三无”人员、
农村五保户和百岁老人， 在县内定点
医院看病， 出院时在按有关医保规定
报销后， 剩余部分直接在医院结算窗
口办理民政医疗救助。救助标准为，农

村五保户、 农村百岁老人住院基本医
疗费用全免 ， 年内救助金额不超过
5000元；城、乡低保对象在乡镇定点医
院住院分别按自负部分40%、60%比例
救助， 在县定点医院住院分别按自负
部分30%、40%比例救助，年内救助金
额不超过3000元；城市“三无”人员、
百岁老人在乡镇、县定点医院住院分
别按自负部分90%、70%比例救助，年
内救助金额不超过5000元。

在县外医疗机构就诊的，需办理转

诊证明，出院后凭有关手续，也可到民政
部门申请医疗救助。

衡阳县民政局局长方云廷告诉记
者，今年头9个月，全县已累计发放医疗
救助金1200万元。

衡阳县推行“一站式”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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