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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5年 01月 31日

第 2015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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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1040 546000

组选三 597 346 206562
组选六 0 173 0

71 1

吉首市 雨夹雪 1℃～3℃
岳阳市 雨夹雪 0℃～3℃
常德市 小雨转雨夹雪 0℃～3℃
益阳市 雨夹雪 0℃～2℃

怀化市 雨夹雪转小雨 0℃～1℃
娄底市 雨夹雪 0℃～2℃
邵阳市 雨夹雪 0℃～1℃
湘潭市 雨夹雪 转小雨 0℃～3℃

株洲市 阴 转小雨 1℃～6℃
永州市 阴 转小雨 1℃～5℃
衡阳市 小雨 2℃～4℃
郴州市 小雨 2℃～4℃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湖南日报法人微博湖南日报公众微信湖南日报客户端

长沙市

市州新闻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小雨，山区有冰冻，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2~3级 1℃～3℃

２０15年2月1日 星期日9

张家界 阴 2℃～4℃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周芝） 今天， 记者从邵阳市天闻公共自行车公司获
悉， 邵阳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二期工程将在春节
后启动，到时邵阳市民绿色骑行将更加方便。

天闻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骑公共自行车，现在
已成为邵阳市民喜爱的出行新方式。 自2013年10月
8日开通公共自行车以来，至今年1月20日，总借用
量突破80万人次。 公共自行车正成为继出租车、公
交车之外，当地第三大公共交通工具。

邵阳市是我省学习株洲模式、 较早推出城区公
共自行车服务系统的地级市， 旨在进一步改善市民
出行条件、 倡导绿色出行。 系统由市城管局负责建

设，天闻公司负责后续运营管理。市里先后投入资金
580万元， 在城区主要路段设置了30个公共自行车
站点，投入公共自行车600辆。 30个公共自行车站点
主要设在购物、上学、就医、公共休闲等人流量较多
的地方，基本做到500米范围内有一个站点。 市民凭
证办理公共自行车IC卡后， 即可使用公共自行车，3
小时内免费。

公共自行车“上岗”以来，邵阳市民办卡和用车
热情高涨。 据最新统计，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就有
6687名市民成为“持卡者”，公共自行车日均使用量
达到3744车次， 每辆车每天平均要为市民服务6次
以上。在最忙碌的财富证券站点，全年自行车使用量

达57256次，缓解了周边区域交通压力。
邵阳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改变了人们的出行

方式，让广大工薪阶层和骑行爱好者受益。邵阳纺织
机械有限公司职工刘凯，过去上下班坐公交车，公共
自行车“落地”后，他上下班改骑公共自行车,一年下
来，不仅锻炼了身体，也省去近2000元交通费。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仲华）衡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接待了一
批长沙的客人,点了简单的4菜1汤，吃完后，局办公
室主任掏出随身携带的公务卡结账： 这次消费共花
费228.5元。

据了解，在衡阳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都有一
张实名公务卡，招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全部
纳入公务卡结算范围。“现在，虚开发票、用培训费等
名目转嫁招待费的现象大大减少， 公务接待都在阳
光下运行。 ”衡阳市财政局局长刘诗真说，只要轻点

鼠标， 就能在电脑上对全市市直60多个部门和300
多名市管领导干部的“三公”费用执行情况进行实时
监督。 据统计，2014年衡阳市本级国库集中支付单
位“三公”经费比上年下降57.55%。

衡阳过去“三公”经费开支偏大、管理不规范，饱
受诟病。 2014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衡阳市对开展“三公” 经费使用与管理开展专项整
治。市财政局建立网上监督系统，对“三公”经费支出
进行实时监督，并不定期抽查，年度进行专项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同时，将所有纳入部门预算

管理且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予以公
开，并推行公务卡结算制。 据统计，2014年，衡阳市
本级国库集中支付单位公款出国（境）、车辆购置及
运行、 公务接待费用比上年分别下降了31.30%、
44.56%、67.21%。

衡阳市还对超标超编配备公务用车及公车私用
问题予以坚决查处。 2014年，全市查出超编超标和
违规借换车辆314辆， 已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分类处
理到位，其中拍卖111辆、报废25辆、调剂（留用）135
辆、退还借车43辆。

记者在基层

郴州财政投资项目
审减资金9.5亿元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良元 叶
长松 何宁）记者今天从郴州市财政局获悉，为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2014年，该市在全省率先建立“管评分离、编审
合一”机制，评审财政投资项目522个，送审金额35.60亿元、
审减9.5亿元，审减率达26.7%。

2014年， 郴州市财政部门进一步强化“先评审、 后预
算”、“先评审、后招标”、“先评审、后支付”等措施，并将财政
评审范围由单纯土建、安装工程扩及所有政府投资项目，严
把资料审核关、现场勘查关和材料调查关。同时，郴州市采
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全省率先建立“管评分离、编审
合一”的财政投资评审机制，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了15
家造价咨询中介机构， 并将中介机构工程造价咨询行为纳
入财政部门监管范围。

郴州市财政局局长谢革非说，建立这一评审机制，既能从
编制源头控制高估冒算，又能有效防止设计阶段资金浪费，还
能为建设单位项目决策提供技术指导，避免决策浪费。

浏阳花炮企业抱团取暖
获亿元授信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通讯员 黄康 记者 王文隆）浏阳
市金刚镇日前举办首届萍浏醴企业文化节，来自该市南区6
个乡镇、醴陵南桥镇和富里镇和江西上栗县金山镇等两省3
地9镇的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相聚一堂，共谋烟花产业的发展
与合作。节会当天，长沙银行向金刚企业家俱乐部整体授信
1亿元并现场签订协议。

为推动花炮产业的转型升级， 提高行业话语权和竞争
力，金刚25家规模企业上月牵头成立了企业家俱乐部，实现
抱团学习、互相帮助。围绕加强萍浏醴地区花炮企业间的相
互合作，首届萍浏醴企业文化节举办了文艺联欢、烟花产业
文化发展论坛、花炮产品包装设计征集、烟花爆竹新机械展
览等七大主题活动，吸引了萍浏醴3地企业的积极参与。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 （毛敏轩） 近日， 中
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14年 《公共服务蓝皮
书》， 长沙社保就业满意度首次进入全国前十,
位居第五。

据悉，《公共服务蓝皮书》从公共交通、公共
安全、 公共住房、 基础教育、 社保就业、 医疗

卫生、 城市环境、 文化体育、 公职服务等9个
方面， 对全国38个主要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力
进行全面评价和深入研究。 2014年长沙社保要
素满意度得分为60.49分，该项排名进入全国前
10位的城市依次为拉萨、青岛、上海、太原、长
沙、南京、重庆、海口、厦门和成都。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龙炳忠 吴文星

1月27日下午2时，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 海拔1000多米的米良乡吉乐村三组，
一栋崭新的砖瓦房里，喜气洋洋，房主儿子龙江
喜的婚礼正在进行中，当冲天礼炮响声刚落下，
龙江喜就对前来祝贺的亲友们说：“谢谢大家的
到来，干杯！ ”

米良乡是一个纯苗族聚集区， 前来喝喜酒
的亲朋好友们，都穿着苗族盛装，特别是苗家女
人，更是将各种银器挂满了全身，叮当作响，一
派喜气。

新郎龙江喜25岁，新娘李春艳，则是自治州
保靖县毛沟镇的一个汉族姑娘。 两人在湘西美
术学校读书时是同学， 现在一起在浙江横店影

视城做电视电影美工。
而此前的1月21日这天，吉乐村同时有两个苗

族青年结婚。四组22岁的隆正军，所娶的新娘是凤
凰县禾库镇排云村的苗家阿妹。 六组34岁的隆金
平，娶的新娘是保靖县水田河镇的汉族姑娘。

村支书隆作仕告诉记者：2010年，吉乐村有
94个35岁以上的男人娶不到老婆， 成为远近闻
名的“光棍村”。2011年，我省开始了腊尔山高寒
山区集中式扶贫开发的试点， 吉乐村2012年完
成了人畜饮水工程，2013年完成了三组39户村
民的整体搬迁、 农网改造、8.4公里通村公路的
硬化,2014年完成82户危房改造……烤烟、黄桃
种植和山羊、黄牛的养殖，也逐步发展起来。 与
此同时,吉乐村也开始有人光顾给苗族青年作媒
了,2013年以来， 吉乐村有15个光棍汉娶到新
娘。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黎治国

澧水源头， 坐落于桑植县贺
龙水库区边的打鼓泉乡穴虎洞村，
因早些年做树生意翻车致残的村
民王兴权， 种植药材200多亩， 年
纯收入超百万， 带领该村乡亲们
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人们都称之
为“药材大王”。

1月30日， 记者慕名前往该村
一探究竟。

在穴虎洞村王兴权的药材基
地里， 记者见到了他， 黝黑的皮
肤， 淳朴的微笑， 朴素的穿着，
走路有点瘸， 这位年近50岁的中
年汉子， 就是王兴权。

“种植中药材投入少、 效益
高、 省时省工、 不愁销路。” 见
到记者， 王兴权就打开了话岔
子， 中药材抗风、 抗虫、 抗旱，
不用打药， 易生长。 种植中药材
是个不错的致富门路。

去年春天， 王兴权拿出做树

生意积攒的20多万元承包了村里
200亩山地， 开始种植白术、 菊根
两种药材。

王兴权扛起铁锹、 锄头、 带
上干粮， 和请来的民工一起， 向
荒山林地进发。 “铁锹、 锄头挖
坏了一把又一把， 手也磨破了一
层又一层皮， 几个月过后， 200多
亩山地全部得到耕植。” 他向记者
伸出长满老茧的手， 诉说着去年
种药材时的艰辛。

王兴权弯下腰， 从地里刨出
一颗白术， 算起了他的经济账：
“去年， 我种植了60多亩的白术和
150多亩的菊根。 白术每公斤10
元， 菊根每公斤30元， 亩产400公
斤左右， 收入就在200多万， 除去
成本， 纯收入有100多万。”

王兴权发动周边30余户种植
了100余亩药材。 种有10多亩药材
的村民王祥真乐呵呵地说： “收
成不低于10万， 是种玉米的好几
倍， 村民找到了增收致富的‘摇
钱树’。”

“药材大王”年赚百余万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1月29日， 宁远县水市镇东瓜井
村红薯粉飘香。

村民陈运飞把双手往冷水盆里
一浸， 趁着手上沾着冷水， 抓起蒸
锅里熟化成型的红薯淀粉块， 反手
一摔， 摊在方形的竹篾上， 再麻利
地将淀粉块向四周拉成薄片， 整个
工序一气呵成。 他自豪地对记者说：

“这些都是代代相传的老手艺， 9道
工序烦琐费力， 可要想做出风味地
道的红薯粉， 缺一不可。”

陈运飞的妻子邓芝秀接过话茬：
“今年， 我们村的红薯粉每公斤单价
卖到20元， 比市场上其他的红薯粉
高出4元/公斤。 而且还没等加工，
早就被订空了。”

原来， 该村加工红薯粉已有150
多年的历史， 一直畅销广东、 广西
等地。 是什么让该村的红薯粉持续

走俏呢？
村支书陈国富给出了答案：

“我们既坚持传统工艺， 还注重
从种植红薯的源头抓起， 改进
加工卫生条件， 确保做出‘诚
信’ 红薯粉。”

2010年以来，该村种植红薯
全部选用淀粉含量高、品质较好
的本地品种，并建立施肥、防病
防虫等档案，实现每个红薯可追
根溯源。投入30多万元添置分类
垃圾桶、垃圾池等，垃圾处理日
清。 同时，制定和落实红薯粉加
工杜绝掺假、以次充好等为内容
的村规民约。动员全体村民共同
维护这个传统品牌。

村民陈九生接着给记者算
起明细账：“去年，我的红薯地亩
产达3000公斤， 可加工500公
斤红薯粉， 红薯渣售价1.4元/
公斤 。 每亩地纯收入达 7000
元。”

全村专攻“诚信薯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4年《公共服务蓝皮书》

长沙社保就业满意度全国第五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 （记者
李 寒露 通讯员 姜鸿丽 ） 1月31
日， 常德市武陵区委大礼堂人头
攒动、 暖意融融， 一场持续近3个
小时的爱心见面会在此举行。 200
多名爱心人士、 志愿者将募集到
的32万元爱心款交到140名贫困学
子手中。

此次聚焦城市贫困学子的
“方太厨电·微善风助学武陵” 活
动， 由常德市微善风爱心联盟、
常德市妇联主办， 于2014年12月

26日正式启动。 活动主办者改变
传统的助学模式， 运用微博、 微
信等自媒体工具， 全程为爱心人
士和贫困学生搭建阳光信息桥，
让他们“零距离， 面对面”， 爱心
人士与贫困学子结为“亲戚”， 实
现物质与心灵的双重关怀。 除了
爱心企业、 市民以及武陵区委、
区政府机关干部、 公务员等群体
的热情参与外， 活动还收到了北
京、 长沙、 深圳、 昆明、 福州等
地爱心网友的捐助。

武陵区刮起助学“微善风”

湖 南 日 报 1月 31日 讯 （记
者 段云行 通讯员 肖星群） 夜幕
初启， 路灯齐亮。 最近， 由涟源
市三甲乡田井村李谟连个人捐资
100万余元， 对本村以及周边松
柏、 秀峰等9个村的道路亮化工程
全部竣工。 共计架设路灯769盏，
亮化村内主干道和支道16公里。

自上世纪90年代在深圳创业
成功以来，李谟连一直积极回报家

乡，支持家乡发展。 去年以来，李谟
连每次回家看望80来岁的老父亲，
看到家乡的夜晚漆黑一片，觉得村
民的夜生活太过单调，也不利于夜
晚的行车安全，于是有了帮家乡架
设路灯的想法。 从去年11月初开
始，“点亮” 家乡工程正式开始实
施。 10多年来，李谟连共计为改建
学校、敬老扶老、硬化道路等公益
事业捐资800余万元。

好老板“点亮”家乡之夜

公共自行车借用量突破80万人次

邵阳“绿色骑行”热起来

网上实时监督 推行公务卡结算

衡阳“三公”支出大幅降

“光棍村”里新娘多

1月31日， 南岳衡山， 摄影者在拍摄雾凇美景。 近日， 南岳衡山南天门以上的山峰， 气温降
到-7℃左右， 雾和水汽经冷风吹拂， 形成了美丽的雾凇景观。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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