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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
明天，晴天到多云
北风 2级 20℃～28℃
张家界 多云 18℃～27℃

吉首市 多云 18℃～27℃
岳阳市 多云 21℃～27℃
常德市 多云 20℃～29℃
益阳市 多云 21℃～28℃

怀化市 多云 18℃～27℃
娄底市 多云 19℃～28℃
邵阳市 多云 18℃～27℃
湘潭市 晴 19℃～28℃

株洲市 多云 20℃～28℃
永州市 多云 20℃～27℃
衡阳市 多云 21℃～29℃
郴州市 多云 21℃～26℃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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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段欣 梁晖 ）中秋、国庆假期临
近，株洲市芦淞区纪委、监察局向全区
公职人员发出“廉洁过节、远离四风”的
倡议。同时，借助“清风芦淞”微信公众
号，开展“四风”问题“随手拍”活动。至9
月9日， 区纪检监察机关开展节前作风
建设明察暗访9次， 查处违反作风规定
问题2起8人，通报批评7人，给予党纪处
分1人。

“您发现、随手拍；发微信、我处理”。

为营造作风建设新常态， 芦淞区日前推
出作风建设“清风芦淞”微信举报平台，
发动市民积极参与监督公职人员“四风”
问题。市民如发现公职人员公款吃喝、公
车私用、赌博、利用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办事“吃拿卡要”及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等问题， 可随手拿起手机拍照、 发微
信，直接通过“清风芦淞”微信公众号，上
传举报违纪现象和线索。

在芦淞区政务中心和各乡镇、 街道
政务窗口，都张贴了“清风芦淞”微信举

报平台二维码。市民可通过扫描二维码，
加关注后参与“随手拍”，对发现的问题
进行直接举报。“清风芦淞”开设了“作风
投诉”、“信息发布”、“信访举报”等栏目，
除接受举报外， 还不定期发布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动态，曝光查处的
违纪案件等。

“微信举报与信函举报、电话举
报等方式一样，我们同样重视，同等
对待，同步办理。”芦淞区纪检工作
人员说， 市民对当地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也可
以通过点击对话框，输入文字，添加图
片 、声音 、视频等，直接提交“清风芦
淞”， 纪检监察部门将及时调查核实并
给予回复。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曹曦 李勇）9月13日，在
永兴县湘阴渡镇油塘村村务公开栏前，
很多村民围在一起议论。 一位村民说：
“定期公开村集体‘三资’情况，我们看了
心里才有底，才会对村班子更放心。”

“以前，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是县里监
管薄弱区域，群众对此意见大，上访的也
多， 直接影响民调排名， 被省里黄牌警
告。”永兴县委书记袁卫祥介绍，近几年，

为全面筑牢农村党风廉政建设“防腐
墙”， 县里设立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办公
室，重点探索村务公开制度化管理，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求涉及村民利益
的政务、事务、财务等13个事项，一律按
规定程序公开，且一季度一核查。对存在
村务不公开、公开走样等问题的，予以严
查重处。 目前， 全县村务公开覆盖面达
100%。

同时， 永兴县规范村级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 实行集体资产资源经营与处置
招投标制度，规范资产、资源流转程序，
建立“三资”定期清查机制，强化财务公
开和民主理财监督， 确保群众享有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有效杜绝村干部以
权谋私、暗箱操作等现象发生。今年上半
年， 农村群众纪检监察业务内上访案件
同比下降40%。

永兴县还开展农村防腐专项整治行
动，重点整治拖欠群众钱款、克扣群众财

物的行为， 整治惠民政策不落实和缩水
走样等问题。去年来，共查处不按标准及
时足额发放征地拆迁补偿款案件2起；查
纠城乡低保错保漏保人数16人， 新增城
乡低保1061人、退保903人，查处落实惠
民政策优亲厚友、 以权谋私案件3件。有
36名基层干部因违反规定被查处。 基层
信访案件逐渐减少， 群众满意度大幅上
升。今年上半年，在全省民调中排名进入
前十位，成为先进县。

签下“条约”管计生
通讯员 邓永松 张灵春

都说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是第一件难事。沅陵县五强溪
镇、桃源县观音寺镇却是例外，自从3年前这两个交界乡镇签订
了区域合作协议后，流动人口计生难事不再喊难。

9月10日，与五强溪镇交界的桃源县枫树、青林、剪市等其
他6个乡镇计生办人员也来“凑热闹”，召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管理联席会，仿照签下类似区域合作协议书。

据了解，协议内容包括对流入人口计生对象进行经常性管
理、办理和查验婚育证明、提供优质避孕和生殖健康服务、定期
向对方通报计生管理情况、落实计生手术措施、协助查处违反政
策规定计生行为等6大项。

“我们现在是全天候的伙伴关系！”老朋友再会，五强溪镇主管
计生的副镇长张万玉拉着观音寺镇计生办主任的双手，高兴地说。

2012年5月，五强溪镇村民林某结婚到桃源县观音寺镇，超
生一男孩，为逃避计生处罚，和丈夫外出不见踪影，给当地计生
管理出了个大难题。去年1月，夫妻俩“溜回”五强溪镇做生意，
镇计生办得知，两地联手展开确认、排查和政策宣传工作，最终
对其采取措施，上交9000元社会抚养费。五强溪镇牛狮坪村民
冯秋英，之前在观音寺镇与人非婚生育一小孩，去年回本镇同另
一青年结婚，申请办理二孩生育证，镇计生办针对特殊情况，启
动区域合作协议，与观音寺镇计生办网上联合办公，核实情况，
出具婚姻证明等手续，两天后冯秋英拿到了生育证。

流动人口底子尽快得到摸清，计生措施尽快得到落实，社会抚养
费尽快得到征收。目前，这两个乡镇各管对方500多流动人口，计生工
作没有因此拉后腿， 五强溪镇计生工作连续5年排在全县第一方阵，
观音寺镇党委书记唐述林去年还被评为“全国最美计生干部”。

茶老板原是打渔人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龚伟 刘冬艳

“搭帮镇里王书记他们，解了我的燃眉之
急，现在厂子已进入生产高峰期。”9月13日，
安化县柘溪镇对溪村雄丰茶业公司老板谢芳
亮对记者说。记者看到，公司里一片忙碌，30
多名师傅在赶制千两茶。

今年37岁的谢芳亮是安化县柘溪镇柘溪
库区渔民，去年他响应政府号召，上岸创办了
一家黑茶企业。今年6月间，眼看到了做黑茶
的时候，但收购原料、聘请工人的钱还没有着
落。 联点驻村的镇干部向镇里反映了他的情
况，镇党委书记王正义出面牵线搭桥，帮他争
取到了银行贷款。

谢芳亮说， 他在柘溪库区打渔养鱼20
多年，每年有3万元左右的收入，虽然并不
富裕， 但养家糊口没有问题。“我们也知道
库区养鱼捕鱼破坏生态环境，迟早要改变。
但大家习惯了船上的生活， 都怕上岸后无
法谋生。”

柘溪镇登记在册的渔民有304户， 他们
也都是移民户。渔民上岸，安置任务很重。镇
党委书记王正义说：“我们要使他们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2011年，柘溪镇政府实施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安排一批符合条件
的库区渔民读大学。

谢芳亮到益阳广播电视大学学习经营管
理，2万多元学费由政府承担。学习2年，谢芳
亮对上岸后自己创业有了底气。去年，他承包
村里近800亩茶叶， 又新建了200多亩茶园。
茶产业受到县里重点扶持。 谢芳亮新建的
200多亩茶园， 获得县政府给予的每亩1000
元奖励。此外，镇政府还安排干部，一对一联
系谢芳亮这样的上岸渔民，只要遇到困难，随
时上门帮忙。

去年， 谢芳亮办的雄丰茶业公司实现
销售收入近300万元，目前正在扩大茶叶种
植规模， 兴建新厂房。 谢芳亮在公司招工
时，首先考虑的也是上岸渔民。他对一些还
未上岸的渔民说：“还是在岸上的生活好
些，如果你们今后没地方谋生，可以到我的
公司来打工。”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骆力军

9月13日， 宁远县仁和镇鲤鱼塘
村连片晚稻随风起伏，丰收在望。

村民雷正和见到记者， 兴奋地打
起算盘：“往年， 种一季水稻至少抽水
4次， 每亩田每次至少开支45元。今
年，再也不用抽水了，我的18亩两季
稻仅抽水一项就省下6000多元。收了
晚稻后，还可以增种一季蔬菜。”

原来，舂陵河从鲤鱼塘村流过，全
村250亩水田中，有160亩水田位于高
出河水7米多高的河岸， 灌溉全靠抽
水。近年，已有不少水田抛荒。

村民雷正福告诉记者：“如今能种
双季稻，功臣是61岁的雷国万。”

雷国万出生在鲤鱼塘村，1978年
从省煤炭学校毕业， 分配到宁远县铅
锌矿厂工作，吃上了国家粮。

1995年，雷国万下岗。为了生计，
他在广西打工20年。尽管身在外地，可
他老在琢磨着造水车把家乡的河水引
上岸。

2014年初， 雷国万到了退休年
龄，从广西回到宁远。回村后，雷国万
天天跑到河边测量、做规划。他四处查
资料、 测算数据， 一次次修改水车直
径、叶片和水筒大小等设计。他还跑到
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向专家请教，

确定了方案。
2014年12月， 雷国万自费购回4

吨钢材、50多吨水泥， 在河边干了起
来。没几天，眼睛在长时间的电焊光刺
激下，又红又肿，手脚也生了冻疮。妻
子和乡亲们劝他上医院， 他说：“时间
不等人，明年开春上不了水，耽误乡亲
们生产。”

今年3月20日， 一座直径10米的
钢架结构水车建了起来。 雷国万无偿
投入了10多万元。

村支书雷学海向记者介绍：“这个
水车每小时提升15立方米水， 提升高
度达到10米， 可循环灌溉300亩水
田。”

“怠资本”变“活资产”
宁乡县工商局主推动产、股权融资，

助企融资17亿元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施泉江）“有了这份《通知书》，

公司可向银行或其他机构融资4800万元，没想到股权出质登记
办理这么简便！”9月10日， 宁乡中天房产公司以1000万股权出
质，在宁乡县工商局办理并当场拿到了《股权出质通知书》。

“通过动产抵押和股权出质，让企业的‘怠资本’变成‘活资
产’。”宁乡县工商局局长姜小鹏说。针对企业面临的资金周转紧
张、融资难问题，该局积极与银行牵头，在县工商局市场分局和
县政务服务大厅开设专门的窗口， 鼓励和支持企业通过动产抵
押与公司股权出质来获取资金，并实行“三零服务”，即对办理动
产抵押和股权出质的企业一律实行准入“零门槛”，服务“零距
离”，登记“零收费”。只要资料准备齐全，企业一般可以当场拿到
《股权出质通知书》或《动产抵押登记书》。据统计，今年1至7月，
宁乡县工商局共为40多家企业办理了动产抵押，为54家企业办
理股权出质，助企业融资达17亿元。

南岳：

国庆中秋门票不涨价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文丽贵）“‘十一’国庆长假、中秋佳节，
南岳旅游门票不涨价。”今天，衡阳市旅游民
宗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两节期间，南岳衡山旅
游景区门票维持原价，让游客吃上“定心丸”。

南岳作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拥有
祝融峰、藏经殿、磨镜台等11大景区、200余
处景观景点，年接待游客700余万人次。

目前， 南岳中心景区门票价格： 旺季为
120元、淡季80元，南岳大庙旺季门票价格60
元，淡季门票价格40元。南岳衡山门票不涨
价， 吸引海内外游客来南岳衡山体验心愿之
旅。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敏

9月13日， 郴州市第一届乡村赶
集会在苏仙区裕后街进入第二天。早
上8点左右，天空虽下起了小雨，但却
丝毫没有影响大家赶集的热情， 记者
到达圩场时，早已人山人海，讨价还价
声不绝于耳，一片繁忙景象。

“这泥鳅是一大早从稻田里捞上
来的，新鲜得很。”圩场进口处，来自桂
阳德福有机农业的商家朱屏边给顾客
装袋， 边向其他围观的市民介绍。“多
少钱一斤？”“25元一斤。 你看这有机
产品认证，货真价实。”朱屏说他昨天

带来300多斤泥鳅， 早上两个小时不
到就卖光了；今天带了800斤，有500
斤是昨天预定的。

“食品安全成了老百姓越来越关
心的话题。”郴州市农业委员会主任肖
正科介绍， 此次赶集会由市农业委员
会、 市农业经济管理局等部门联合主
办， 活动汇集了来自全市11个县市区
的47家生产优质特色农产品的合作
社（公司），所有产品都是有机绿色食
品， 通过活动举办为市民和合作社之
间搭建一个供销平台， 实现农产品从
基地到市场的直销。

肖正科还说：“昨天开圩时， 深受
市民欢迎，上午3小时内，47家合作社

（公司）准备的产品几乎脱销，临时又
动员各商家备货， 永兴惠农生态种养
合作社的四黄鸡连供了4次货，整个销
售可用火爆来形容。”

边逛边聊， 赶集的市民越聚越
多，记者只能“挤”着往圩场里进。不
远处围着一大群人， 大家争着抢购：
“给我来4斤阳光玫瑰” 、“给我来6斤
夏黑”……记者走近一看，原来是一
家卖葡萄的， 两口子忙得不可开交。
询问后才知道，“阳光玫瑰”和“夏黑”
是两个葡萄新品种，其中“阳光玫瑰”
的售价达到30元每斤，口感如老板所
说“香、甜、脆”，一下子勾起了人的购
买欲。

“您发现、随手拍；发微信、我处理”

发动市民微信反“四风”

筑牢党风廉政“防腐墙”
该县36名农村基层干部违规被查处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记者在基层

通讯员

“种上双季稻，功臣雷国万”

9月12日，2015长沙市开福区全民健身节大众趣味运动会，在四方坪街道月岛社区广场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郝立群 摄影报道

城里也“赶圩”

芦 淞芦 淞

永 兴永 兴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9月 13日

第 2015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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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1040 1576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16 173 279568

3 9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9月13日 第2015107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1194218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9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913101
3 17437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707
74683

1303763
13068912

54
2810
52249
536557

3000
200
10
5

0814 16 18 21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