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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和平 刘瑛）今天一大早，位于
湘阴的长康集团总部，来自全国各地的
70多台运输车排成长龙。湘阴县工信局
负责人告诉记者，对春节后企业开复工
情况调查显示，151家规模以上企业生
产经营迎来“暖春”。

湘阴新型工业化考核已连续5年排
名岳阳市第一。去年全县又新增规模企
业12家、高新技术企业8家。开年来，该

县把第一个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在工
业园区，继续高举“强园兴工”旗帜。县委
书记黎作凤、县长尹培国要求，全县各级
各部门要聚力加快园区开发，强力攻坚
项目建设，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现
有企业转型升级。

该县主要领导、主要精力、主要资源
向工业集聚、向招商靠拢、向项目倾斜，
相关职能部门围绕园区总量攀升、产业
升级、结构转型和发展提质出谋划策。正

月初八起，县工信局就分组深入全县“一
园三区”的企业生产车间，加强各种生产
要素的协调调度。对已开工复产的企业，
抓好跟踪服务，全力协调解决企业开工
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金龙新区地生智能车库， 春节刚
过的生产车间一派火热。 企业负责人
高兴地告诉记者， 目前他们已经接到
了30多份订单，生产计划都安排到了6
月份。据悉，该县目前已收集、整理、上

报和解决企业开工难题50余个， 同时通
过“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为企业“招揽”
人才5000多人。全县1、2月开工的规模工
业企业达151家，开工率超过95%，全县工
业总产值突破113亿元，同比增长13%。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何光红 颜石敦）嘉禾县
龙潭镇上宅村村民曹贱女没想到，她给
县委书记打电话反映丈夫在煤矿工作
发病缺乏后续治疗费用的事，很快有了
回音：煤矿垫付1万元治疗费用，相关办
法协商也已启动。日前，她拿着印有县四
大家主要领导手机号码的卡片，高兴地
说：“有了这张卡， 向上反映情况方便多

了。”
“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

作’。”嘉禾县委书记赵宇介绍，为进一步
方便群众反映诉求，去年底他们出台了
县四大家及各级党委主要领导信访工
作管理办法。要求县四大家主要领导及
各部门、 乡镇党委负责人在今年1月底
前，向社会公开一个电话、一个邮箱、一
个信访接待日、一项接访制度、一个信访

接待室，建立“五位一体”信访工作新机
制。

该县首先把县四大家主要领导接
访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和接访地点、流程
等，在当地媒体公开。还印成卡片，下发
到群众手中。随后，各部门、乡镇党委也
在党务公开栏等处公开接访相关信息。
对群众来访、来信、来电等，做到“一天一
交办、一周一汇总”，并由县信访局、县委

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对信访交办事项
每月进行一次专项督查。 对应受理而未
受理以及未按规定期限、程序受理、办理
信访事项的， 按信访工作法律法规对有
关责任人进行处分。

据统计，自推行“五位一体”新机制
以来， 嘉禾县收到群众信访问题216
个，已解决137个，其余正在抓紧解决
中。

审批驶上“快车道”
岳阳企业注册办证工作日
由一月缩短为一周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吴立信 ）
“以前要来往跑多次的企业注册手续，如今8项资料一次性
提交、一张表格申请，真的很方便！”昨日，从深圳回乡创业
的岳阳市民候光辉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很快完成了企业注
册登记。得知5天内即可领营业执照，他不停点赞。岳阳市
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继兴称：“中心实行商事登记注册‘三
证合一’助‘审批快跑’，企业注册办证工作日由一个月缩
短为一周。”

今年初，岳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实行工商注册、税务登记、
组织机构“三证合一”，推动工商登记便利化制度改革。商事
注册登记实行“一门受理、一表申请、内部流转、限时办结”。
由工商窗口统一受理企业、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申报资料
实行一次性告知、提交、审核，当场向客户下达受理通知单和
限时办结承诺书。后将审批资料推送至统一信息平台，在工
商、质监、税务等窗口内部流转，实施并联审批、同步办理，审
批效率比原来提升72.3%。

该政务服务中心还通过企业名称核准全程电子化、取消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等措施，出台创业经营场所租金补贴等措
施，扶持创业。今年前两月，全市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2644
户，其中企业885家、个体工商1759户，均居全省前列。

维吾尔族青年
勇救落水妇女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曹黎云 李川

3月8日下午，郴州市政府工作人员
与新疆和田地区来郴州考察交流的人员
一道， 走访看望勇救落水妇女的新疆维
吾尔族青年海比尔·艾合麦提，对他见义
勇为的行为表示赞扬。

当天上午，被救妇女、郴州市苏仙区
飞天山镇村民黄壬月也找到艾合麦提，
谢谢他的救命之恩。 艾合麦提憨厚地笑
着说：“不用谢，我们是一家人。”

3月6日下午2时，黄壬月在飞天山
高椅岭景区采笋时，不小心脚下一滑，
掉入一个小湖里。 初春的湖水冰冷刺
骨， 不识水性的黄壬月本能地扑腾着，
大声呼救。她的身体不断往下沉，情况
危急。

当时， 艾合麦提正在高椅岭景区忙
着给游客烤羊肉串。 听见湖里传来“救
命”声，他把手中烤着的羊肉串一放，大
步跑到湖边， 脱掉外衣外裤， 跳入湖水
里，快速游向落水的黄壬月。

“我游过去的时候，她已经不会讲话
了，整个人非常沉。”艾合麦提说。求生的
本能让黄壬月一把抱住艾合麦提的脖
子，艾合麦提也呛了几口水，2个人在湖
中上下沉浮。

这时， 一位也在高椅岭景区做生意
的谢姓市民， 将带来的两个空塑料桶甩
入水中，艾合麦提让黄壬月扶着塑料桶，
自己慢慢推着她，终于回到岸边。在谢先
生和一位游客帮助下， 艾合麦提和黄壬
月终于上了岸。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王茜 通
讯员 叶小玲） 三月春晓好风光， 雷锋
精神处处扬。3月5日，长沙高新区916路
公交车上上演了一出帮助迷路男孩回
家的温暖故事。

当日上午8时， 公交车司机鲁大林
像往常一样驾驶着公交车，从学林西岸
开往雷高路公交首末站。行驶至含光路
口公交车站时， 上来了一位小男孩。男
孩一上车就哭哭啼啼对鲁大林说，自己
上学快迟到了。

“你在哪个学校上学？你家人呢？”

鲁大林将小男孩拉到自己身旁，仔细询
问后得知他是阳明小学的学生。 在车
上， 鲁大林多次试图与他的家人联系，
可是小男孩记错了号码， 连续打了3个
号码都错了。

从湖南商学院公交车站下车后，到
阳明小学还需要步行一段距离，鲁大林
不放心小男孩一个人走，就让另一位司
机先帮他代班，将公交车开走，自己带
着小男孩去学校。

到了学校，看到校门紧闭，学校里
面空荡荡的，小男孩这才发现自己记错

了时间，当天是周六，学校放假。
在学校保安的帮助下，通过小男孩

的班主任与他家人取得了联系。 很快，
小男孩的外婆赶到了学校，亲人团聚。

“真的很感谢鲁师傅，孩子不见了，
可把我们急坏了！” 外婆感激不已。原
来，小男孩叫西西，今年6岁，早上外婆
带着他去走亲戚，结果出门后发现自己
忘了带手机，就回家取手机，让西西在
原地等她几分钟。结果西西不知怎的以
为要去上学，凭借记忆上了916路公交
车。

趣味运动会欢庆妇女节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曹辉 蒋睿）“加

油，加油……”今天，在湖南工程学院体育
馆内举行的欢庆妇女节“我运动，我健康，
我快乐” 趣味运动会一片热火朝天的情
景。 由湘潭市妇联、湘潭市文体广新局联
合举办的运动会，共吸引了该市65支代表
队近1000名运动员来此一较高下。

活动当天，“绳采飞扬”、“步步为
赢”、“路在脚下”、“衣衣不舍”4个团体项
目一一上演。

规模企业迎“春暖花开”
湘阴开工的规模工业企业达151家，开工率超过95%

领导“名片”成接访捷径
嘉禾推行“五位一体”信访新机制

湘潭

妇联为盲女送去“光明”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周磊 ）“感谢妇联为我送来
‘光明’，学会这门手艺，我就能自食其力
了。”3月8日，溆浦县舒溶溪乡灯盏坨村
村民张爱华充满信心地说。

今年44岁的张爱华先天性失明，丈
夫12年前去世，家庭经济困难。“三八”节
前夕， 溆浦县妇联为张爱华联系了县城
一家盲人按摩馆， 送她去免费学习按摩
技术。“三八”节当天，该县妇联还为4名
困难妇女制订了脱贫方案。

溆浦溆浦

湘潭

新闻集装

男童走失，热心司机帮他回家

老百姓的故事

众筹托起“田园梦”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思宁 樊瑞明

3月8日，永州市零陵区接履桥镇寿塘村村头，戴着高度
近视眼镜的李小花忙着翻耕整地，满身泥水。

李小花今年35岁，大学毕业后进入青岛市一家会计事务
所工作，丈夫在政府部门上班，有了一个10岁的女儿。2015年
夏天，李小花突然在微信朋友圈发消息：“走，回家种田去！”
对她的想法，丈夫特别支持，积极为她筹集资金。就在大家一
片错愕声中，李小花向公司提出辞呈，告别丈夫女儿，回到家
乡零陵区接履桥镇寿塘村。

“看似突然，实则酝酿已久。”同村“闺蜜”李红梅说：“李
小花事前多方考察，认识到发展有机农业大有前途。她还特
意离职3年，在青岛一家有机农场学习。”

回村后，李小花挨家挨户登门流转耕地，听说她要流转
30年，不少村民一口回绝。这时，父母还因为特别反对她好不
容易跳出农门，又回来种田，不肯与她交谈。李小花不气馁，
她耐心地跟大家谈发展，实实在在的语言打动了大家，李小
花成功流转耕地200亩。76岁的李东升开始一百个不愿意，李
小花先后登门21次，最终，李东升在土地流转合同上签字。不
久，李小花拿到“小花家庭农场”营业执照。

李小花原以为发展家庭农场投资不大，没想到带回来的
100多万元不到3个月就花光了。进退两难之际，李小花想到
微信众筹：只要两万元就可以加盟“小花家庭农场”。没想到，
2个多月里，30多名微信好友投资60多万元，成为“小花农场”
的股东。微友“向往田园”还留言：“小花要做的，正是我们向
往，却不敢去做的。”

有了大家的支持，李小花专心抓农场的生产质量。以前，
每到春耕时节，村民们把田间的杂草一烧了之，李小花却每
天安排10多名劳动力割草。她对记者说：“每天割草的人工工
资就要1000多元。但火烧破坏了土地的微生物，人工割草有
利于发展有机农业。”

“‘小花网络农场’也已经开通，方便大家认领有机水稻和果
蔬，体验做‘农夫’的快乐，圆大家的农场主梦。这个平台还可以
帮助邻近村民销售农产品。”对未来的发展，李小花胸有成竹。

通讯员 李英姿 易成章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3月5日， 全国第53个学雷锋纪念
日， 也是衡阳小女孩张钦琪的周年祭
日。即便只在人间停留不到匆匆4年，但
她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许多。

去年3月18日，一篇《“我们的女儿
仍然活着”》经本报刊发后，文中主人公
张钦琪捐献眼角膜、肝、肾等器官，挽救
5个病人的事迹感动了无数读者。 许多
网友“飙泪”点赞。

如今，在南华附二医院行政楼七楼
设立的一面器官捐献者“缅怀墙”上，记
录着张钦琪与另外30多位器官捐献者
的生命年轮。

3月4日晚，衡阳市第36位器官捐献者
器官割取手术进行之前，南华附二医院院
长、党委书记罗志刚带领几名医护人员面
向遗体集体肃立、低头、致敬。

“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必须这

么做，但这是我们行业内自发形成和遵
循的行为仪式。”罗志刚说，对于器官捐
献者，业内有一整套鲜为人知的表达尊
敬的方式。除了手术前致敬，还包括手
术后把遗体修复如初，全程帮助处理后
事， 以及在清明等特殊日子到墓地祭
奠。

其实， 在传统观念刚刚破冰的今
天，器官捐献者依然少之又少。2015年，
全国器官捐献网的统计数据显示，器官
捐献人数只有3000。

罗志刚透露， 仅仅南华附二医院，
常年在病痛中煎熬苦等肾移植手术的
患者，就多达数百人。他们不得不面对
同一个事实———没有器官来源。而在全
国，有需求的患者更是超过10万。

2011年12月20日，衡阳市出现首位
器官捐献者。2012年，捐献者数据为零；
2013年，2例；2014年，8例；2015年，19
例。今年截至目前，已有6例。4年间，捐
献者的数据发生了让人欣慰的变化。

已经入列“缅怀墙”的35位捐献者，
11位女性，24位男性，年龄从2岁半到60
岁不等,他们灿烂的生命以“爱”的名义
仍然在延续。

每一位器官捐献者的背后，都有一
些思想境界很高的亲属。

去年3月，不到4岁的张钦琪与脑瘤斗
争了7个月后， 生命进入倒计时。 父母张
林、胡小凤主动联系上衡阳市器官捐献工
作组，一番沟通后，最终表态：“捐了吧！”

虽然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都不同意，
甚至还遭到村子里其他人的反对，但张林
夫妻在悲痛中做好亲友的思想工作。“如
果我的孩子走了，希望她能给社会做点什
么， 让她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给其他不幸的人带去希望！”

“‘缅怀墙’上的每一位都值得特别
尊重，他们献出了人间终极大爱。”罗志
刚如是表达“缅怀墙”的意义，“我们希
望以这样一种形式，尽可能表达我们对
捐献者最大的敬意。”

4年多，36位器官捐献者，灿烂的生命以“爱”的名义仍然延续———

终极大爱，镌刻在“缅怀墙”上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027 6 8 2 5 9 8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31382510.32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061 6 7 5
排列 5 16061 6 7 5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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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为爱“孕”动
3月8日，准爸爸们身穿负重肚兜袋装扮成“孕妇”，体验怀胎的辛苦。当天，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幸福分娩基金、湖南省妇

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幸福行走 为爱‘孕’动”公益活动在长沙万家丽国际MALL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昆励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3月 8日

第 2016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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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1040 377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26 173 350498

7 4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3月8日 第2016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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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7376298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7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1 33116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38
43195
942387
7862151

34
1965
36751
288584

3000
200
10
5

0109 12 28 30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