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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阴 6℃～10℃

吉首市 阴 5℃～10℃
岳阳市 多云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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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 阴 7℃～12℃
郴州市 多云转小雨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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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8日讯（通讯员 杨卫
星 谭克平 朱正熙 记者 贺威）日前，
涟源市“忠食农业” 与中国农科院合
作， 引进韩国食用菌栽培技术生产的
第一批杏鲍菇如期上市， 鲜菇颇受消
费者的青睐， 在娄底、 广州的超市畅
销。接下来，鲜菇还将走出国门。农产
品赚外汇的战略， 让涟源市的农产品
一举占了全市出口额的90.6%。

近年来， 涟源市突出本土特色农

业产业培育力度，促进农民增收。同时
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 打开农产品出
口的突破口， 进一步提升全市外贸水
平。全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推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模式， 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广
交会、湘博会、食博会、农博会等各类
展会，促使企业转变观念。

在多重因素的引导和刺激下，涟
源市农产品外贸出口水平呈现跨越式

发展，一大批农业企业蓄势待发，特色
种养业、 特色农产品加工多点开花。培
育壮大了湘中黑牛、 肖老爷玉竹参液、
生态醉花猪、珠梅土鸡、富田桥豆腐、花
蕊粉丝、德仁金银花茶等特色农产品品
牌，建成畜牧业、种植业等各类种养基
地8个。过去的两年，境内的天华实业、
肖老爷食品两家企业已成为外贸出口
“破零倍增”的优势企业，忠食农业、华
德集团两家新兴的现代农业企业蓄势

待发。2014年12月初，涟源市还被认定
为“省级农产品出口基地市”。

目前， 涟源有各类农业企业473
家， 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家，娄
底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6家，从
业人员28100多人。2014年1至10月，
涟源市外贸进出口备案企业达到13
家，农产品出口备案企业4家，外贸进
出口总额达3070万美元， 其中农产品
出口额为2784万美元。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魏敏）“自去年9月以来， 全村
已投工700余个，清理水渠淤泥2公里
多，新修水渠1.2公里，赶早为今年春
耕打基础。”1月4日， 记者来到炎陵县
采访，看到当地干部群众在大兴水利。
鹿原镇湖田村村民介绍， 他们组织数
十台工程机械施工， 日上劳力100余
人，一批水利项目接近扫尾。

炎陵是典型的山区县， 一些水利
设施年久失修，未能发挥正常功用。为

此， 该县抢抓列入全省小农水重点县
建设契机，去年入冬以来，以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农田水利与
农村安全饮水设施建设为重点， 投入
1.35亿元，力争赶在今年春耕前，建设
和修复各类水利工程77处， 新修加固
堤防17.8公里，疏浚河道3.2公里，并解
决1.6万余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该县实行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制，
并建立主管部门、项目法人、监理方、
施工方与群众“五位一体”监控体系，

确保工程建一处、成一处、发挥效益一
处。同时，创新水利经营体制，在加大
县财政投入的基础上， 整合水利、农
业、扶贫等项目资金，由政府统筹进行
合理调配，并发挥“一事一议”等政策
优势，引导和鼓励受益群众自主筹资，
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群众参
与的水利建设格局， 激发广大农
民兴修水利的热情。

针对“工程无人管、效益难发
挥” 的问题， 炎陵县还全面推广

“农民用水协会”管理模式，组织用水户
建设、改造自己所管理的工程，并对已
建成的重点水利设施落实管护责任。目
前， 全县已完成水利投资1.08亿元，投
入劳动工日18.34万个， 建成水利项目
62处，改善灌溉面积9300多亩。

病魔无情
人间有爱

靖州“地中海贫血”女孩迎来新生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周凌）1月5日上午， 成功完成骨髓移植的靖州三锹
乡“地中海贫血”女孩小依玲结束了46天“与世隔
绝”的生活，从造血干细胞移植仓转入普通病房，终
于迎来了新生。

这是一个不幸的女孩。2012年6月，不满1岁的小
依玲被确诊患有重型地中海贫血。幸运的是，2014年
5月20日， 经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配型检
查，小依玲和哥哥的骨髓配型完全一致，可以做骨髓
移植手术。但一家人在高兴之余马上又愁眉不展，因
为手术费用昂贵。为了救女儿，孩子父母变卖家产，
但也只凑到了8万元。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靖州快乐爱心公益协会
得知他们的困境后，立刻在当地和网络上发起了募
捐活动。 在义工们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努力下，爱
心一点一滴汇聚。2014年11月21日， 小依玲的父母
拿着义工们募捐来的爱心捐款，以及自己变卖家产
筹到的钱，住进了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
骨髓移植。

当天，走出移植仓的小依玲精神状况比较好，对
着妈妈的手机镜头，她做出了可爱的“剪刀手”。医生
说，小依玲身体各项指标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但免疫
系统还是比正常人弱很多,还要留在医院观察半年以
上。为了省钱，孩子父母选择出院，租住在当地，因为
15万元的手术花费已经让他们没有钱再住院了。

小游园 欢乐多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万里

虽然有点寒气袭人，但唱歌、跳舞、散步、荡秋千、放风筝的居民，
仍是四处可见。这是1月7日夜幕降临时，记者在永州市零陵城区内的
各个小游园见到的情景。

走进南津渡桥头小游园，记者见到，面积2000到3000平方米的小
游园内，曲曲折折的石板路旁，一片片草地和一棵棵香樟、桂花、红枫、
广玉兰生机盎然。明亮的灯光下，小游园中间的广场上，一群手持红扇
的大妈、大姐跟随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

在小游园旁边的一片空地上，带着孙子一起放风筝的退休干部周
大爷告诉记者：“这里原是一片荒弃地，荒草丛生，垃圾遍地。去年，区
里投资将这里建成小游园后，每天有上千人来这里聚会，这里成了周
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大乐园。”

在城区居民集中的立交桥、潇湘东路、黄古山等地小游园，记者见
到的都是老少成群、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

区园林局副局长张华仁向记者介绍说，为绿化、美化、亮化零陵城
区，为城区居民就近提供更多休闲、娱乐场所，从去年开始，区里通过
财政划拨、民间投资等途径筹资，先后在一些废弃厂房、荒芜空地、预
留绿地和一些单位院内，建起了20多个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城市
小游园。在每个小游园内建起了小型广场，铺设了一条条卵石路、石板
路，安装了石桌、石凳和健身器材、照明设备，种植了花草树木。按照设
计，零陵城区近期还将建设10多个城区小游园。全部建成后，城区80%
以上的居民将可就近游园。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史明华 杨勤煊 ）

“要不是你们鼎力帮助， 老板拖
欠我们的工资，不知要等到猴年
马月……”1月7日， 沅陵县公安
局治安大队会议室热闹异常，前
来领取欠薪的张跃华等23名农
民工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心中
的感激之情。

沅陵县瑞祥宾馆整体装修工
程在2011年9月就已完工， 负责
宾馆装修的沅陵某建筑装潢有限
责任公司，拖欠23名农民工的10
余万元工资，迟迟不予支付，公司
负责人向某更是不知去向。 接到
报案后， 沅陵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立即抽调力量进行侦查。 在办案
民警的不懈努力下， 公司负责人
向某迫于压力，2014年12月30日
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 现场支付
欠薪5万元， 同时承诺剩下的5万
余元欠款将于2015年2月底前如
期付清。2015年1月7日， 公安机
关将向某交付的5万元薪酬如数
发放到农民工手中。

接近年关，沅陵警方面对各
种矛盾纠纷和案件高发警情实
际，主动以民意为导向，把侦破
“小”案件、化解“小”纠纷、消除
“小”隐患作为护民生、保稳定、
创满意、促和谐的切入点。从去
年12月以来短短1个多月时间，

沅陵警方共成功处置4起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案件，为农民工讨回
薪资22万余元。

“小案”连民生，不够立案也
要解决问题。2013年4月至2014
年10月底， 电子厂拖欠50余名
员工工资5万余元。侦办中，办案
民警发现，欠薪金额与实际有出
入， 拖欠工资未达到立案标准。
面对依然存在的矛盾，办案民警
没有当甩手掌柜，苦口婆心耐心
劝导、 全心全力两头调解。2014
年12月30日，在办案民警的耐心
调解下，电子厂负责人取得广大
员工的谅解，双方就拖欠工资达
成分期还款共识。

新化警方摧毁
跨省特大贩毒团伙

抓获毒贩18人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刘剑）

1月6日，新化县公安局召开案情发布会，宣布摧毁一
个特大贩毒团伙，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8人，缴获
冰毒5.5公斤、麻古2200余粒。

2014年9月， 新化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发现县城
区活动着一个以“斌哥”为首的特大贩毒团伙。掌握
情况后，新化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一张无
形的铁网正周密撒向该贩毒团伙。自2014年11月份
开始，专案组从外围入手，陆续查获“斌哥”的下线
刘某、曾某、孙某、王某、胡某等5人，共缴获冰毒120
余克、麻古550余粒。2014年12月15日下午，专案组
民警得到可靠情报，“斌哥”等人当晚可能在长沙进
行大宗毒品交易。专案组迅速组成抓捕组，连夜赶
赴长沙进行抓捕。12月16日上午10时许， 抓捕组综
合分析抓捕场所各种因素， 果断采取强攻方式，破
门而入，在长沙市某单位宿舍内抓获特大贩毒团伙
头目“斌哥”及其马仔“飞机”、“六哥”、陈某等5人，
当场缴获冰毒三大包，重3公斤、麻古280粒、涉案车
辆1辆。12月16日至18日， 警方先后抓获“斌哥”的
下线“翔猛子”等人，缴获冰毒300余克、麻古1400
余粒、涉案车辆1台。为扩大战果，12月19日，专案组
在邵阳市一酒店抓获贩毒集团头目“斌哥”的上线
衡阳籍人方某及方某的上线广东籍人黄某，当场缴
获冰毒2公斤,涉案车辆1台。

此案的告破， 成功摧毁了一个跨省的特大贩毒
团伙，斩断了一条外地输往新化的重大毒品通道。目
前，该案还在进一步深挖中。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文热心 通讯员 夏声朝 周进
银）今天，长沙县召开动员大会，
正式启动创建国家一级综合档
案馆工作。

根据国家《市、县级国家综
合档案馆测评办法》， 一级馆的
标准， 必须在档案馆馆舍建设、
设施与设备、 馆藏档案数字化、
检索工具编制、档案资料编研等
15项的测评中，总分达到90分以
上。长沙县档案工作一直是全省
先进单位，许多项在国内、省内

县级档案系统中处于领先地位，
率先在全国编纂出版了档案编
研成果《长沙县通史》，率先在全
省利用档案资料建立了首个中
学党史陈列室，率先在全省建设
成县级数字档案馆，率先在全省
启动了县级档案馆大型历史陈
列布展，率先在全省开发出数字
档案管理系统，率先在全省编研
了村史———30万字《东山村史》
已完成初稿，率先在全省开展了
“最美史志档案人”评选活动，率
先在全省开展家庭档案编研，出

版了《岁月留痕》等5部“家史”式
著作。

目前， 长沙县总建筑面积
1.4万平方米的新档案馆建设主
体工程基本完工， 新馆装修、馆
内设备设施安装也进入实施阶
段。抓住新馆即将投入使用的契
机，推进“软件”再升级，长沙县
决定投资1.5亿元， 创建国家一
级综合档案馆，用3年达成目标，
以更好地发挥档案工作的存留
历史、传承文化、资政育人的作
用。

足不出校 轻松取票
火车票自动取票机覆盖湘潭高校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代劲 曾志前 李一凡）“请
取回您的车票并妥善保管，谢谢。”伴随着提示语，一张蓝色的磁质车票从
取票口落下。今天，火车票自动取票机“入住”湘潭高校，湘潭大学、湖南科
技大学、湖南工程学院的广大师生足不出校，轻点触摸屏，就能轻松取到
火车票、高铁票。

临近期末，为方便学生取到优惠票，湘潭3所高校与广铁集团积极沟
通，每所高校均有两台自动取票机“入住”。学生可凭身份证、学生证，按照
页面提示，输入姓名、二代身份证号、乘车区间、入学日期等信息，就可以
领取所有车次的所定的铁路互联网订票，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于1月5日率先“引进”火车票自动取票机。
湘潭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大一学生陈春阳高兴地说：“以前取票要去火车站
排很长的队，现在太方便了，不出校园就能拿到回家的票。”

涟源9成出口额姓“农”

炎陵投资上亿抢修水利

乡村“亮”起来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通讯员 唐文利 欧阳希

1月7日，夜幕渐渐笼罩的时候，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石山头村的
村道上，55盏已安装好的太阳能路灯像点点繁星降临人间， 一抹抹明
亮的光辉照亮了静寂的山路，给山村增添了无限生机。

“以前，天一黑，村民哪也去不了，大家都关门闭户、不相往来。”石
山头村党支部书记高红卫说，“村里有路灯后， 我们吃完晚饭可以到村
里散散步，跳跳舞，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为方便群众夜晚出行，提高农民夜间文化生活，石山头村通过争取
区里有关政策等方式，筹集经费实施亮化工程，其维修及管理由村里负
责，电费从村集体经济中支出。记者在村里采访时，村民对这项工程“点
赞”不已，大家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路灯不仅照亮了村民的出行路， 也照旺了村里便利店老板杨章金
的生意。“搞好路灯以后，我的生意也好了不少。我门前的这条路亮堂堂
的，村民来我这里买东西很方便。现在我的店子一般晚上10点左右才
关门，以前天黑就关门了。”杨章金笑呵呵地说。

没有路灯的时候，村民有的带个矿灯、手电筒出行，有的干脆就摸
黑而行，遇上雨雪天气，特别容易打滑摔跤，出行不方便也不安全。现在
随着路灯的“上岗”，村民随身携带的手电筒也“下岗”了。

北湖区统筹城乡发展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该区是城乡结合型市辖
区，农村人口只有14万余人，占全区人口的三成。为把所有乡村点亮，
去年来， 区里投入2000万元， 在全区通乡通村公路安装太阳能路灯
4000多盏，照亮了乡间路。

记者还驱车前往华塘镇塔水村、 永春乡红花村等地采访， 所到之
处，华灯闪耀。不少村民聚集的公共活动场所，欢笑声、嬉笑声、歌舞声
不绝于耳，一片热闹景象。村里的路灯不仅点亮了黑漆漆的夜，也点亮
了老百姓的心。

记者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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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月 8日

第 2015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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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1040 365040

组选三 354 346 122484
组选六 0 173 0

9 9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1月8日 第2015004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5111708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8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408414
4 253602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0216
1308032
15045639

2145
40995
476791

200
10
5

三等奖 1485 34 3000
幸运二等奖 6 0 833333

15 16 23 241402 10
幸运蓝色球： 04

欠薪案件再小也一查到底
沅陵警方获农民工“点赞”

投资1.5亿元 3年达成目标

长沙县创建国家一级综合档案馆

1月8日，湖南商学院教师何文举（左二）在与学生探讨城市建设与绿色环保融合发展课题。何文举
老师在教学中特别注重把理论与实践、当前情况与长远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先后两
次被全校学生投票评为“学生心中的好老师”。 湖南日报记者 谭克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