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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欧阳友忠 骆力军）4月28日，记者
在宁远县九嶷山下灌景区花海景观现场
看到一片花的海洋，一串红、孔雀草、凤仙
花等花卉在景观设计师的布置下呈现出
美丽的图案。 下灌景区4月29日开园，成
为宁远又一张全新的旅游名片。

下灌村又名灌溪村，坐落在灌溪与泠
江河畔， 毗邻九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始

建于公元499年。现有人口过万，享有“江
南第一村”之美誉。历史上曾经出过2名状
元，48名进士。这片神奇秀丽的土地，留下
了舜帝南巡、 明建文帝避难的历史传说，
又留下了历史悠久、 种类繁多的古迹。灌
水涵清、文塔耸翠、松林暮烟、榜山喜雨、
东山玉笋、西岭云屏、虹桥映日、凤尾翻风
等灌溪八景， 吸引历代文人骚客纷至沓
来。“游九嶷而不至此，几失其真矣”，徐霞

客游览至此赞不绝口。
近年来， 宁远县通过建设国家历史文

化名村把众多文物、 生态自然景观保护起
来， 投入近3000万元修建了以灌溪大道为
主线的旅游线路，对风雨桥、新文桥、状元
楼、诚公祠、灌溪学校、李氏宗祠6个景观点
附近的游道路面实行原貌性建设。对泠江河
沿岸民居风貌进行“穿衣戴帽”统一风格改
造。打造具有下灌地方特色的戏班子，建设

10余家“农家乐”，打造特色小吃“一条街”，
建设了游客中心，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

据悉，“五一”期间，下灌景区将开展麻将
比赛、乡村美食展、文艺表演等文体活动。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杨志前 彭磊）“我们一直替被告
进行物业管理服务，但是近1年来，对方就
没付过物业管理费，多次上门催收对方都
找理由拒付。”今天上午，浏阳市成立湖南
首个物业纠纷巡回审判法庭。在首场庭审
中，该市铭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作为
原告向法庭陈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

辩论， 法院一审判决两名业主被告于10
日内向原告缴纳物业管理费用以及代缴
的环卫费用。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物业行
业产生的各类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加。”浏
阳市住房保障局局长陈旭说，原有的人民
调解、 行政调解和司法诉讼单兵作战、各
自为政。 由于没有统一的联合调解机制，

调解工作效率低，解决问题不彻底，而诉
讼案件又不能全部及时受理，导致相同问
题在多个小区反复产生，矛盾纠纷不休。

当天，浏阳市新成立物业矛盾纠纷调
处中心，下设物业巡回审判法庭、市物业矛
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市物业矛盾纠纷
行政调解室、法律服务援助中心4个工作机
构。“巡回审判法庭到小区一线巡回审理物

业纠纷案件， 为纠纷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
个便利、高效的维权渠道和司法救济渠道，
有效化解当前工作盲区。” 陈旭告诉记者，
随着物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成立， 浏阳
将实现物业纠纷人民调解与司法调处的无
缝对接，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
解三调联动，物业小区、社区、街道、调处中
心四位一体的物业管理新格局。

共建新桂阳
党员在行动
桂阳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热潮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通讯员 邓雄波）全省“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活动启动以来， 桂阳县各级党组织高度重
视、迅速跟进、领导带头、创新载体，迅速掀起了“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热潮，涌现出一批“两学一做”先进典型。

省“两学一做”专题教育视频会议后，桂阳县委立即
召开中心组学习会议，迅速部署。县委书记欧阳锋带头学
习《党章》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并赠送给各级
党员干部每人一本解读、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制
度思想的通俗读物《制度的笼子》。县委结合“两学一做”
主题，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共建新桂阳、党员在行动”党建
主题实践活动。围绕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号召
全县党员结合岗位职责、 专业特长在产业发展、 脱贫攻
坚、为民服务和促进和谐等方面提升认识，积极作为，争
当先锋。各党组织反响强烈，广泛开展了“我离先锋有多
远，争当先锋做什么”的大讨论活动，撰写了2000余份心
得体会。 该县农械新村党支部老党员黄昊午还自觉亲自
编写手抄报，大力宣传“两学一做”具体内容。县直机关党
员还结合党员到社区报到，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40余次，
为基层组织、贫困党员解决困难135件。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普通党员勇当急先锋，做
在前面，走在前列。53岁的退伍老兵、下岗工人、共产党
员袁春安“身残志不残”。父亲瘫痪在床，母亲败血症，弟
弟精神病，下岗后的袁春安，下岗不落志，摆摊创业，发家
致富，富了不忘社会、不忘党，主动退出低保及以前所领
的低保金，并扶助6名大学生完成学业，关爱照顾孤寡老
人21名、孤儿2名，10年共捐助关爱资金60万元。最近，他
主动交纳一次特殊党费2万元。

进一个“门”
办两“家”税
全省首家县（区）国地税合署办税厅挂牌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褚方彬 )
“以前办税得一个局一个局、一个科室一个科室跑，现在
一个大厅就能把国税、地税业务办清，真是太方便了！”今
天，金山桥办税服务厅在长沙市望城区挂牌成立，兼职会
计李晓用时不到10分钟，就为一家企业办完了企业所得
税、营业税等全部税务登记。

早在2015年4月，望城区国、地税就主动对接，共同
入驻区政务服务中心，同时，将具有涉税备案审批权限的
人员一同进驻，通过专窗受理、信息共享、同步审核、现场
审批、即时办理，实现了国、地税业务一窗通办。此模式推
行一年来，共计办理国地税业务13万笔，为16.9万纳税人
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

金山桥办税服务厅挂牌，这是全省首家县（区）国地
税合署办税厅，旨在通过国、地税办税更深层次的融合，
真正实现进一张门、办两家事、省三方力。

“金山桥办税服务厅由望城区国税局雷锋税务分局、
望城区地税局第二税务分局深度融合组建而成。”望城区
地税局二分局局长周四喜介绍， 办税厅通过统一机构名
称、人员管理、窗口设置、功能布局、设备管理、运维管理，
重塑了办税流程，并推出“A+B”等全新办税模式，将为
纳税人带来更多便捷。

舜帝南巡地 八景惊霞客
九嶷山下灌景区开园

法庭进小区 速解千千结
浏阳成立湖南首个物业纠纷巡回审判法庭

新整理出4600个
免费停车位

凤凰力保游客“五一”
开心游玩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麻正规 叶庆子 )4月28日下午，
记者从凤凰县旅文局了解到， 该县精心
组织，提前部署，力保即将到来的“五
一”小长假期间，努力让游客乘兴而来、
开心游玩、平安满意回家。

今年“五一”小长假，是凤凰古城暂
停围城设卡验票方式后的首个小长假。
早在4月21日， 该县召开专题会议进行
部署；县交警部门从4月22日起，针对城
区乱摆乱放、摩托车占用停车位、酒驾毒
驾以及国省道和乡村公路的“三超一疲
劳”现象，进行严格管控和处罚；县质局
则对县内各大景区、农家乐、宾馆、客栈
等进行了专项检查。

针对“停车难”，该县将在“三隧一
桥”自驾游服务中心停车场、城北游客
服务中心、209绕城线临时停车场，整理
出4000个免费小车停车位、100个大车
停车位；在县体育馆、县委、县高级中
学、 县一中， 准备500个免费小车停车
位。同时启动交通应急预案，将组织机
关单位2000多名干部， 放弃假日休息
时间，实行分区域分路段执勤，引导旅
游大巴车停入政府指定的停车场，组织
安排大巴车免费接送游客至古城景区；
将组织100名中国旅游服务志愿者，在
各个临时停车场及城内设10个旅游咨
询服务点，为广大游客免费发放景区游
览宣传资料， 现场为游客提供旅游咨
询、交通引导、食宿推荐、线路安排等各
种帮助。

全域旅游电子图
为你导航
苏仙4条精品线路迎“五一”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川）“为迎‘五一’，我们为游
客量身推出了4条精品旅游线路。”4月
28日， 苏仙区旅游局局长李海涛介绍，
游客来苏仙区旅游可在西河水生态风光
带感受山水的静谧； 在飞天山体验丹霞
地貌的险峻雄奇； 在郴州大道沿线享受
乡村休闲的畅快； 跟随骡马古道探寻岁
月的峥嵘。

今年， 苏仙区成功入选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 该区围绕全域
旅游的定位，立足中心城区和东、南、北
四大板块， 重点打造郴州大道休闲观光
农业与乡村旅游带等六大主题，各景区、
景点的提质升级全面铺开， 旅游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五一”小长假来临，该区在
推出4条精品线路的同时， 还完善推出

“全域旅游电子图”。 游客们只要在微信
上搜索“山水名城，美丽苏仙”，就能打开
苏仙区官方微信， 里面有该区的全域旅
游电子图，电子图里“游览攻略、景点美
图、景点须知、语音导游、精准位置”一应
俱全，只需轻轻一点就能获得“吃、喝、
玩、乐、购”的详细介绍，非常快捷方便。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贺威 通
讯员 伍实强 ）春草芳踪觅洞庭，熊山圣
境藏古寺，大美潇湘画里游。贯彻落实湖
南旅游发展大会精神， 实施湖南全域旅
游发展战略，我省张家界、自治州、望城
等13市（州）、县（区）首批启动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今天上午，启动式在
新化县大熊山风景区举行。

“十三五”期间，我省规划推动70个
旅游资源重点县发展全域旅游。 通过推

进全域旅游发展，形成一批主题鲜明、交
通便利、服务配套、环境优美、吸引力强，
受广大旅游者欢迎的全国性旅游产品、
国际性旅游品牌、开放式旅游目的地，为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发挥综合带动作用。

首批启动创建的市（州)、县(区）是：张
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长沙市
望城区、株洲市炎陵县、湘潭市韶山市、湘
潭市昭山示范区、常德市石门县、岳阳市

平江县、邵阳市新宁县、娄底市新化县、郴
州市苏仙区、郴州市桂东县、怀化市通道
侗族自治县。各地已编制了全域旅游发展
建设工作方案，通过创建验收的，将正式
列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录。

昨天下午， 省旅游局还请专家对首
批启动创建的13个地方， 及特邀的永州
市、宜章县、隆回县等23个市、县（区）的
旅游负责人进行培训， 共谋推进全域旅
游发展大计。

大美潇湘画里游
湖南启动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张家界、自治州等13市（州）、县（区）首批创建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欧泽澔 )4月28日，“红色景区中国
万里行” 走进湖南启动仪式在宁远水市
烈士陵园举行。

“红色景区中国万里行”是红色景区
中国万里行数据采集活动的简称， 是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而发起的全国性活动。 活动以唱响红色
旋律、传播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为主
旨，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对全国第一、第

二批249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进行实地
拍摄。运用先进的影视技术和拍摄手段，
通过采集红色景区高清视频、720度虚拟
全景等方式， 组织红色景区中国万里行
数据采集活动， 并建立独具特色的国家
旅游局红色景区数据库， 其中包括航拍
视频资料。同时，该活动所采集的所有数
据也将在红色地标网站中体现。

宁远是革命老区，1934年红军长征
途经宁远，在境内展开了多次激战，为红
军强渡潇水并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赢

得了主动权， 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
彩的一笔。 今年的中国万里行活动将以
宁远为起点，沿着长征路，在湖南、广西、
甘肃等全国13个省区陆续展开。

当天， 永州籍开国将军刘金轩的女儿刘
顺宁深切地回忆了父辈们途经宁远的作战历
程，盛赞家乡的喜人变化，并在纪念碑前为烈
士们献上花篮。期间，还启动了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和献爱心助教行动。 宁远卓品鞋业有限
公司和东莞的宁远乡友给贫困学生现场捐赠
了价值5万元的学习用品和助学金。

“红色景区万里行”
走进湖南启动仪式在宁远举行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廖声田)免
费开放单位院落停车场， 提倡市民绿色出
行，道路安全隐患大排查……“五一”小长
假即将到来，张家界城管、交警、公路等部
门及各大景区提前应对，确保自驾轻松游。

据同程旅游“五一”出游预订数据显
示，张家界旅游线路预订量火爆，为今年
“五一”节国内长线游十大热门目的地之
一。4月27日， 张家界城市管理委员会发

布通告， 要求市城区和武陵源区各临街
单位免费开放院落停车场， 并设置标示
牌、及时告知使用情况。交警部门对公路
沿线各宾馆、 客栈的停车位进行全面摸
底调查，要求全面开放。据统计，此举可
新增自驾停车位6000余个。

同时， 张家界各大景区也积极备战。
核心景区合理划定停车区域，有效调控车
流客流； 黄龙洞景区对停车场提质升级，

新增车位85个；天门山景区在市区索道下
站至山门之间提供免费摆渡车，在索道站
广场增设了600平方米的休息等候区。

张家界交警部门假期将全员上路，
在旅游干线、 城区主要路口和景区景点
设置岗点，疏导分流和服务引导车辆。特
别是在景区入口老木峪、 阳和大分流和
景区标志门周边等重要节点进行值守，
确保不发生长时间拥堵。

张家界车位足，道路畅

确保自驾轻松游

4月28日，演
员在表演经典湘
剧《生死牌》。当
天， 由专业队伍
和民间戏团参演
的“太平戏乐会”
活动在长沙市太
平街正式启幕。
今后， 这里将在
每个月的月末，
持续为市民送上
戏剧“大餐”。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好戏
上演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4月 28日

第 2016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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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1040 3671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586 173 101378

3 0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4月28日 第2016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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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3053881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287686
2 21441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69
59921

1130958
7148533

30
2114
41903
286486

3000
200
10
5

0408 13 14 15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