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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阵雨 3℃～5℃
吉首市 小雨 2℃～6℃
岳阳市 阴转小雨 4℃～6℃
常德市 小雨 2℃～6℃
益阳市 小雨 3℃～6℃
怀化市 阴转小雨 2℃～6℃
娄底市 小雨 3℃～7℃
邵阳市 小雨 3℃～6℃
湘潭市 阴转小雨 4℃～6℃
株洲市 阴 5℃～7℃
永州市 小雨 5℃～8℃
衡阳市 小雨 6℃～8℃
郴州市 阴 5℃～6℃

今天，阴天转小雨，明天，小雨
北风 2~3级 4℃～7℃

长沙市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011 4 6 1
排列 5 16011 4 6 1 7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6005 06 09 12 15 20 08+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6

2
下期奖池：2246550937.32（元）

6921443 41528658

83057304152865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汪新宇 夏梨芳）1月8日， 湖南城
头山特种水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叶晓荣，
将300多件“城头山紫米”礼盒发往外地。
“城头山紫米” 是常德市推进农业标准化
生产中打造的一个品牌，最近又被列入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探索现代
农业发展有效途径，从2011年开始，常德
市在全国率先整市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该市与省农业主管部门合作， 每年获得
2000万元专项支持。 围绕水稻、 油菜、蔬
菜、茶叶、柑橘、葡萄等10大产业，实行“一
个产业、一套标准、一套监督检测体系、一
批实施主体、一批示范园区、一批品牌”，
做到“操作有规程、过程有记录、产品有标
识、市场有监管、质量可追溯”。全市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809家， 注册商标456
个，覆盖所有传统农业产业。同时，打造标
准化区域品牌， 对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的，实行“以奖代投”。目前，全市“三品一
标”产品已有1052个。

近5年来，常德市累计投入16亿元推进
农业标准化生产，逐步形成了粮食、生猪、
水产、蔬菜、林业5个生产加工、流通“双
百亿”产业，提升了柑橘、茶叶、油茶、甲
鱼、烟叶等特色产业，壮大了金健米业、
大湖股份、 惠生肉业等农业加工企业，
“金健”米、“大湖”鱼、石门柑橘等品牌竞

相争艳。
2015年， 该市农产品优质率达80%、

加工转化率达60%、商品率达70%以上，农
户加入合作社比重达25%， 农产品质量部
省级例行监测合格率达99.2%。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朗朗 罗勇 ）今天，岳阳市岳阳
楼区蔡家社区慢阻肺患者谢先生来到奇
家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反映：“近日中医
治疗很有效，呼吸困难改善了。”他是岳阳
楼区建成“15分钟”中医药服务圈的受益
者之一。

2012年3月，岳阳楼区启动“全国基层

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创建工作。区政府先
后投资3000多万元，配齐煎药机、中药熏
蒸床、智控颈腰椎牵引床等中医诊疗设备，
按比例配备中医药饮片、中成药等；积极扶
持民办中医药服务机构发展， 培育了明医
堂、十二孝等中医特色医疗机构，满足群众
不同层次的中医药服务需求； 建立社区中
医药人员培养机制，招专业技术人才，聘专

家服务社区。该区中医药逐渐形成“全区有
重点，中心有特色，科室有特点，个人有特
长”的格局。已形成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
主体，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门诊部等其它
基层中医医疗机构为补充的社区中医药服
务网络，覆盖率达85%以上。老百姓不出社
区，步行15分钟内就能看中医。

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积极应用中医

药技术进行防病治病、预防保健，对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开展了中医药健
康管理服务项目试点，将其纳入公共卫生
服务慢性病规范化动态管理中；完成了辖
区内50%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中医体
质辨识、 中医指导服务，60%的0至3岁儿
童的中医调养指导服务, 居民对中医服务
满意率达86%以上。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通讯员 文洁丽
吴宇丹 记者 周怀立） 今天, 记者获悉，
2015年株洲市天元区财政收入突破60亿
元大关 ， 达到 60.1亿元， 比上年增长
15.5%；人均财政收入达到2.38万元。

跨越60亿元， 得益于天元区持续强劲

的经济发展、 投资拉动和财源培植。 据介
绍，2015年，该区财政收入保持高基数下稳
健增长，收入质量也进一步提升，税收占财
政比重提高到84%以上。2013年以来，该区
财政收入已连续跨越40亿元、50亿元、60
亿元大关，年增收在10亿元左右。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通讯员 陈茂
智 记者 柳德新）2015年， 江华瑶族自治
县完成财政总收入96146万元， 同比增长
20.17%，其中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
重达80.4%。 财政收入增幅和收入质量均
居全省前列， 其中财政收入增幅连续5年
居永州市各县区第一名。

江华地处我省最南端，是典型的“老、
少、边、穷”地区。近年来，该县抢抓湘南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机遇，大力实施“生
态立县、民营活县、产业强县、开放兴县”战
略，突出民生财政主题，通过项目带动、园
区引领和招商引资，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 不断夯实财源
基础，切实加大收入征管力度，财政收入连
续5年实现超亿元增长， 增幅均在20%以
上， 为加快民族地区小康建设和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财力保障。

� � � � 1月11日， 宁远县人民医院住院部， 一位头发花白
的男子忙前忙后照顾病床上一位叫黎文知的老人， 大
家都称赞老人有个孝顺儿子。 然而， 这对“父子” 却
没有血缘关系。

男子名叫黎承仁， 该县太平镇妙瑞井村种粮大户，
每年种田230亩以上。 黎承仁1954年7月出生在本县太
平镇岭头源村， ６岁丧父， 他们兄弟３人随母亲改嫁
到妙瑞井村。 病床上的老人是该村83岁的五保老人黎
文知,也不是黎承仁照顾的第一位五保老人。

1988年， 黎承仁路过五保户黎保德夫妇家， 感觉
黎保德家异常冷清。 进屋一看， 二老躺在床上， 有气
无力。 黎承仁二话没说， 把他们接到家中照顾。

1990年， 黎保德的妻子患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
黎承仁与妻子黎回章照顾老人13个月， 直到老人去世。
1996年除夕将近， 82岁的黎保德突发心脏病， 黎承仁
掏出1.5万元， 把黎保德送到医院， 天天在他身边照
顾。 后来， 黎保德安然辞世。

黎承仁又把黎先培、 杨爱华、 黎文知夫妇４位五
保老人接到家中照顾。 这时， 有村民置疑： “他是一
时头脑发热吧。” “看他能坚持多久。” 而黎承仁说：
“村里人都没少帮助过我们兄弟仨， 我做这么点小事，
应该的。”

去年夏天， 黎先培老人患脑血栓大小便失禁， 黎
承仁每天从田里干活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端茶喂饭，
接屎接尿， 按时洗澡， 勤换衣服。

黎先培每天晚上有用温水洗脚的习惯， 黎承仁天
天把洗脚水送到他跟前， 还给他做按摩。 黎先培脾气
暴躁， 经常骂骂咧咧， 黎承仁好言安慰。 一有空， 他
就陪着老人拉家常。

在黎承仁的精心照顾下， 今年， 黎先培居然能下
床走路了。 黎先培逢人便说： “我从没结过婚， 承仁
比亲生儿子还好!”

黎文知、 刘成秀夫妇膝下无儿女， 黎承仁夫妇每天
给他们做好吃的， 还要等黎文知、 刘成秀吃完饭， 自己
才动筷子。 刘成秀身体不好， 黎承仁到处打听偏方， 想
方设法给她调养， 刘成秀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前几
天， 黎文知哮喘犯了， 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邵阳县渡口全部更新渡船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今天，由省交通运输厅配发
的3艘标准化渡船在邵阳县霞塘云乡渣滩河段下水试航。加上此前更新改造配备的40艘
标准化客运渡船， 邵阳县客运码头老旧渡船全部实现更新换代。 县海事部门负责人介
绍，渡船更新改造总投资1019万元，每艘可乘坐30人，救生、消防设施配置齐全。

永州首次开行始发动车组列车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左亚军）昨天13时20分，永州至深圳北

G6074/1动车组列车准时驶出永州火车站。 从昨天起， 该市每天开行永州至深圳北
G6074/1、G6072/3动车组列车1对，这是永州市首次开行始发动车组列车。

“掌上求职”助大学生就业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周平尚）近日，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

会科学学院1204班学生刘作群，通过该校“掌上求职”平台找到了如意的工作岗位。 去
年12月，由该院倾心打造的“掌上求职”平台———湘科院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平台后台上
线，1个多月时间，60多家用人单位在此发布招聘信息， 上千名毕业生投放简历，60多名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或达成就业协议、意向。

“标准”发威，常德打响“农”字号品牌
培育5个“双百亿”产业，“三品一标”产品达1052个

“服务”到位，岳阳楼区缓解“看病难”
建“15分钟”中医药服务圈，居民看中医不出社区

湖南好人

突破60亿元
天元区财政收入连续3年年增收10亿元左右

逼近10亿元
江华财政收入增幅居全省前列

新闻集装

浓浓爱心暖校园
1月11日，永顺县润雅乡九年制学校，学生们开心地抛洒刚领到的新衣。当天，该

县总工会、团县委开展“精准扶贫进校园，温暖润雅青少年”的爱心关爱活动，为学校
的450名学生送来暖冬棉衣。 刘文化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4570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31
486
5435

3
16
139

418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9242
71100

247
162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1月11日 第2016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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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1919581 元
02 2203 04 20 21 23 26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月 11日

第 2016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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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1040 4971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72 173 133556

8 51

种粮大户
还是五保老人“孝顺儿”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6驴友深山迷路 联合搜救终解困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李钰龙 李川

� � � �“谢谢你们！太感谢你们了！”1月11
日凌晨2点10分左右， 气温0℃， 阴雨绵
绵， 被困王仙岭深山20多个小时的陈女
士等6名驴友，从山上下来后握着救援队
员的手，感激不已。

1月10日早上， 郴州市110、119接到
报警，称有4女2男共6名驴友在穿越苏仙
区王仙岭时迷路。原来，这6名驴友是1月
9日上午9点多进入王仙岭， 原本计划的
是一次几小时的短途穿越， 没有携带多
余干粮以及露营装备， 没想到进山后就

迷了路,到报警时已一天一夜未归，冬季
的寒冷加上持续的降雨， 寒冷和饥饿时
刻威胁着6人的生命。

情况万分危急。 一支由苏仙区消防
及山地救援、 蓝天救援等专业救援力量
组成的联合搜救队迅速展开搜救。

幸好，6人困在山上，通讯还畅通，根
据迷路驴友提供的信息，60余名救援人
员迅速兵分多路进山搜救。 崎岖的山路
十分陡峭湿滑，山上有雾，整个搜山工作
进行得十分艰难。 直到1月10日下午5点
左右，救援人员通过卫星定位最终确定6
人被困精确位置，到晚上10点钟左右，搜
救队终于找到6名迷路被困驴友，他们的
身体状况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