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喻文杰 版式编辑 杨滨瑞

!"#$%&'() !" *+,-./01 !#"$! 0.
234015 %&'' 06728.9':;<=>?@ABC
DEFGHBIJCIKLIMNFOL3E01PQRS6

<=>T@ABCU !&$( 2FVWX ( *YZ[-\]
^_` " abZ[-\]^_FWcdefghiCj'-k
l<mnopqAmrsFtumrvwZ+xypzRS
{E|F}~��3E01{3�I34��F�~���
���+3E01W���.VWZ+H�3E01�Q
���F-���-l<�Hpq]^AF��-�^��
���F�� ^F¡¢c£�I��¤i¥�$¦§�¨
©Fª�«¬3E01pq®PQ,¯°±FCj²�
3E01³´Fµ¶·Q¡¢<=aHA[̧ H¹nºIH»
�¼IH½�¾IHa¿ÀIH»ÁÂ_6

Ã~F $Ä&'ÅÆÇ3�0ÈF :;ÉÊËÌZÍ
ÎIZÏÐIZÐÑIZÒÓCÔRÕDEFÖ3E0È×Ø
ÙÚÛÜpqÝÞ®i Ç3ß01{àáâãäÕ:;
<Îåæçè0AI<ÎåæçéêAëDEFìíîß®R0
È��àïqðIqD�ñòó6 !!"#" #$%&'#

!"#$%&'()*+,-./012

!"! !"#$%& !"'()
#"! *+,-./012

"$%&#'()*+
!"# !"#$%&&'('!)*+! ,-.

!""# $%$% &'()*+,
-./012345)678
9:;3<=>?)@AB+C D
EFGHIJK:LMNO:PQ
RSTOUVWXYZ: [\]
^_:B`abcde;f;gC
hTBijklmno@AFG
p% PQqr)stuvwx3
y`)z{FGC ]|}d &% ~
�)��:PQ��3s��:�
b��3���������:
FG��>�C

U�: ./0s�2�L�
����PQ���� : R¡
¢£a¤�¥¦§C $%%' $ ' ¨:
./0PQ©��ªO: ^«¬
®¯: 3°±^²³)´µ
¶·:¸¹º»c¡¼C ½p:.
/0)¾a¿ & À¨Á: s+·
ÂÃÄÅÆÇÈÉFÊ: Ë^²
 ÌwÍ: ./0ÎS+XÏÐ
ÑÒ: sÓXÔÁÕS (%%)&**
Ö×Ø: ÙsÀ¨XeÚcÛ²
X & Ó×Ø: RÜ¡ÝÞX2ß
àC áâ./0ã���:�äP
Qåæçèd $*!! $ !! ¨ +*
`: éê./0)ë$ì)£a
í$î)¦§: Çïð�)ñ~
òóC

$**+ $ ' ¨)s�:PQ)
ôô(õeö÷: ;°øùªS
+:©çúûü:Ûo¢m¾a�
-+ýþC ./0ÿ!"#$%
�: &'()¸¢mä2W*+
,-.�/01: +,23ôô
e)ë456: 789:;<�
�C =,>¡ ' ?Ö:s+·@p
A\BCC ./0sDE:Ò3s
FG¤ sHI¤+** ~ÛJa:+
KLú)MNOÒ3: ¿PQR
S3=,>C T=ë4U�V:Á
,ô;<�:U!WXYZ[:!'
��:Rë\]3·^C ôQû2

_`ab�)+:é� !$ &)£
a:sc�\+Ìd3:§§ÆÇ
ef_gh)wi: s�a¸ü
ª3C

û2_N$%:./0j�k
¥Ol_Àmn)£ae23>
?+opqC 4�írsOtä:
u>?+KOv}wxyz:{K
R;²|}pq_À£a:b~l
��ÑA�,C �ë./0b��
�b¸ë~s��a�: ç��Á
b3):>?}�}�cb²�£
af��C �¸_�:Á,ô !$ &
)£aSä+s�¸ë , $:�2
$*(*$��\�:�s��·C
_ ,$p�:./0���Ì)�
����d3>?)£aC

_�~$: ./0�_À~
Æ)+� 3�: S¦¦§§)
�K¡¸läT3¢¾C £¤
p-§§~øt./0¥1-mO
¦ä§¨©BC ©�¦¦§§:
3$ª:�«Ëbo:ä¡¬�
PQ)®: ¯°PQ±²³´
¦§C Tµ·3¶./0)·�
¸��¹³eº|»�C

$%!'$ !$¨:§§©üÑ^:
./0�¼¬�V: ¸S½5)s
+¾¿wÍÀúÁÂ+Ã: _�s
Ä¸ÅÎ=�¥¦¦CÆÇ:./0
ÈÉ;pcÊ¹ËFG)®ÌÍ�
Äo�: �ûm¦¦)Î:pÞÉ
ÌÏ�)ÐÑ: ÒV)¾aSs�
�ÓÁ:¸ëäå]�)VC

,-./ !/012 !345
678*9:;" <3=>8?
@ !3=>8AB !C-D?EF
G=H8IJ!KLMNOPQR
ST8<!UVWXYZ8[\]
^_`abOPcd"

/012 ! eff3Ogh
i ! j3=>klmn8opB
q" rsgtuTW !vwxP=
> !ywOPz{ !|}Nwb-
6/012 ! ~�3=>kl8
��" XYZ "# �e�e�!i
�i���OP��8z8�
� !�^_��bO�hi !��
bO���45�9:;8�;
��" .ÔÕ Ö×�/0 0 0 0

"# ��!OP���������� ¡�¢£¤8¥¦$i�i
�§¨�©Bª8«¬$z®¯°±v²³8 ´$�µ¶·¸¹º
»@<" ¼�3½<_¾¿À#/012$8%%%

市州新闻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2016年6月14日 星期二
通讯员投稿邮箱： hnrb2012@163.com

09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石
科圣 姚进群 孙曙光 记者 杨军 ）

“现在村民都用上了自来水， 告别了
‘摇把井’。”6月初， 益阳市南县麻河
口镇千子红村支书吴国良对记者说。

据了解，近年来，益阳市一大批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陆续建成并发挥
效益， 让很多农民解决了因季节性、
区域性、水质性缺水而导致的饮水难
和饮水不安全问题。至5月底，全市累
计兴建农村集中供水工程750处，解
决了315.5万人安全饮水问题。目前，

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76.5%，位
居全省前列，其中，湖区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达100%。

为解决饮水问题， 上世纪80年
代，益阳市农村大量修建“摇把井”，
用摇把把地下水抽上来，经黄沙过滤
后饮用。后来，地下水少了，水质也差
了，简单处理的地下水大多不适合饮
用。为此，近年来，益阳市以国家实施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为契机，集中力量
解决农民安全饮水问题。市、县、乡层
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状，确保饮水工

程“建得成、管得好、用得起、长受
益”。并从今年起，逐步建立县级财政
投入长效机制，制定维修养护基金奖
补配套方案。 对跨村集中供水工程，
各地以乡镇为单位，建立专营管理机
构，负责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全市还
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回头看”，解
决一些已建项目入村入组开户
率低、运行困难等问题。

同时，为确保水质合格，益
阳市划定水源保护区， 进行严
格监管，并定时检测水源水、出

厂水和管网末梢水水质，加快建立供
水单位日常自检、水务部门巡回检测
和卫生部门定期监测的农村饮水安
全监管体系。目前，全市6处县级水质
检测中心和73处千吨万人规模以上
水厂，已建成水质检测室并陆续投入
使用。

� � � � 湖南日报６月13日讯（记者 刘跃
兵）“再也不用跑100多公里到市医院
看病了，市医院的专家长驻乡卫生院
呢！”6月8日，永州市零陵区石岩头镇
凤凰山村村民李三梅高兴地说。永州
市四医院常驻该乡卫生院主任医生
为她治愈了困扰多年的头痛。

永州市卫计委主任欧阳德群向
记者介绍：“全市大力推动医疗资源
向基层流动， 方便基层群众就医，使
群众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目前，该

市所有乡镇卫生院由二级医疗卫生
机构组派3人以上的医疗队对口支
援， 其中至少1名副主任医师以上技
术职称的临床医生，至少连续工作半
年时间。永州市三医院对口支援该市
冷水滩区花桥街镇卫生院，该院负责
人表示：“市医院专家深受群众欢迎，
还帮助我们提高业务水平。”

“前两天胸闷，在村卫生室拿点
药就好了。”宁远县仁和镇刘安仲村
村民刘远财对记者说。 村医刘继雄

坦言：“要是过去， 我让他上乡卫生
院。现在，村卫生室添置了新设备，
我还经常参加业务培训， 心里有了
底。”永州市针对农村村医业务水平
不高，诊疗设施“老三件”的情况，在
全省率先启动全面免费培训村医工
程， 确保乡村医生每年培训不少于
80课时。 每年培养乡村医生后备人
才200名。该市不断完善村卫生室建
设,近3000个村卫生室，每个面积不
小于60平方米，有诊断室、治疗室、

药房、观察室。
为让广大基层群众看得起病，永

州市2005年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试点。去年，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参合率达99.32%。2013年，该市在全
省率先推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补偿
大病保险资金2.24亿多元，减轻了患
者负担。东安县石期市镇唐某某意外
烧伤，共获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意外
伤害最高２万元补偿、大病保险补偿
10.19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朱晖 申明 李艳艳

“棚改政策好，设宴谢党恩！”6月
4日上午，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棚改A
地块烟山一村2栋居民楼前，24户人
家自发组织“睦邻餐”，为感谢党和政
府给他们带来更美好的明天而干杯，
并向株洲市委、 市政府赠送锦旗。株
洲市副市长谭可敏到场接受了锦旗。

眼前的情景，让谭可敏想起小时
候村里每遇大事家家户户搭起连桌
吃饭的热闹场面，他举杯致辞：“大王
山上喜洋洋，歌声飞扬鞭炮响。棚改
政策惠民生，自助午宴话衷肠。告别
旧城迁新居，送面锦旗感恩党。难舍
难分共祝愿，幸福友谊天地长。”

席间，当地居民习惯称烟山一村
为“大王山”，这里有12栋老式砖房，
均是原株洲玻璃厂的职工宿舍，住了

300多户。 烟山一村2栋为3层砖瓦结
构，每户20多平方米，后改建为40多
平方米，厕所共用。历尽40余载风雨，
房子破旧不堪， 地面及砖墙长着青
苔，且没有物业管理，居民生活不便。

“出出进进，有的不是在外面购
房，就是远走他乡打工，现在空置房
也租不起价，更莫说出售。因为潮湿，
墙壁经常挂满水珠， 电器特别容易
坏。”106房住户说， 幸亏政府实施棚
改，不然这个房子卖、租都喊不起价，
挺让人烦心的。

今年，株洲市启动我省目前规模
最大棚改项目———清水塘片区棚户
区改造，烟山一村被纳入其中。5月20
日开始签约时， 大家也有些犹豫不
决，甚至跟负责征拆的工作人员红了
脸、拍了桌。但工作人员没有计较，一
次又一次来到居民家中，跟大家面对
面交流，宣传棚改政策，解答具体问

题，落实居民各种合理要求。
“当时不想搬家、不想改善居住

环境是假的， 但大家担心先签吃亏。
政府定了政策， 跟我们解释透了，我
们心里就敞亮了， 知道是阳光透明、
公平公正的。”居民王师傅说。

听说烟山一村2栋的居民们聚
餐，石峰区棚改指挥部特地送来粽子
和咸鸭蛋。

“看着住户们满意， 我心里高
兴。” 石峰区信访局副局长吴晓辉负
责烟山一村2栋包户签约， 从5月至
今，他起早贪黑，几乎每天忙到深夜
才回家。2栋哪家装修什么样，瓷砖贴
了多高、柜子做了多少，他心里清清
楚楚，因此，“谁家补偿多少钱，全都
可以公开，没有猫腻，没有特例”。

目前， 烟山一村2栋住户已全部
签约。在他们带动下，清水塘棚改A地
块大王山已有八成住户签约。

江华
凌晨大抗洪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唐
善理 通讯员 黄志东 黄政华）6月
12日下午8时至13日晨， 江华瑶族
自治县普降大到暴雨， 局部大暴
雨。大石桥乡、涛圩镇、码市镇、白
芒营等乡镇9站点降雨超过100毫
米， 最大降雨点大石桥乡达153毫
米。突发的暴雨造成多个乡镇出现
山体滑坡，农田被淹，房屋进水，生
命财产受到威胁。

13日凌晨，该县县委、县政府
召开紧急救灾动员会，全县即时启
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各级责任人
员迅速到岗到位，落实各项度汛保
安措施， 全力以赴迎战强降雨。县
直相关单位和受灾乡镇的980多名
干部，立即动身赶往抗灾救灾最前
线。转移因地质灾害隐患受威胁的
人员，确保人员生命安全。公路、交
通部门，库区道路复建相关单位按
照预案要求组织人员、 设备到位，
确保道路中断后及时恢复。

老县城水口镇的老街房屋大
面积进水， 房屋进水最深的达1
米，主街道水深达40厘米。暴雨还
导致该镇8处出现山体塌方。从凌
晨5时起， 县里联系领导与全体
镇、村干部到岗到位。组织地势低
洼地段的600多名群众及时进行
转移，对转移群众进行临时安置。
组织人员、设备尽快恢复电力、通
信和交通设施。

蓝山
连夜排除
山洪险情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邹
仪 通讯员 李先志 陈华晖）6月12
日8时至13日8时，蓝山县普降中到
大雨，局部暴雨。其中，犁头瑶族乡
降雨达138.8毫米。特别是6月12日
16时至18时， 短短2小时降雨量达
100.7毫米，造成该乡山洪暴发，交
通、电力中断。

灾情发生后，蓝山县相关县领
导带领抢险应急分队和水利、交
通、民政、人防、公路等部门的党员
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犁头瑶族乡紧
急抢险。通过连夜作战，山洪得到
疏导遏制，受灾群众得到及时转移
安置。截止13日上午8时，打通了该
乡通乡公路；上午11时，打通了该
乡通往山背村的公路。至此，该乡
中断的交通得到全面恢复。 同时，
在下午14时，该乡中断的电力等也
得到有效恢复。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苏
继纯 管娟 ）在长沙市雨花区非遗馆12日举行的非遗
庙会及非遗大舞台活动中， 雨花非遗馆与湖南科技
职院“牵手”，成立了全省首家校外大学生创业孵化
基地。

基地将依托高校资源， 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建
设， 是由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就业创业指导处与雨花
区非遗馆共建的孵化基地。 基地将构建创新创业综
合服务平台，为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全方位服务。

为了激励和帮助更多学子实现自主创业，湖南科
技职院结合自身专业特色，聘请雍起林、彭玲、周益
军等21位国家级、 省级陶瓷艺术大师成为校外创业
导师，由创业导师陪伴学生结合专业创业，激励和帮
助更多学子实现自主创业。

� � � �湖南日报６月13日讯 （记者 段
云行 通讯员 黄首记 吴晔）今天，娄
底市直媒体同时发布市委公开承诺
书，这份由市委书记李荐国、市长杨
懿文及全体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市政协主席带头签名的承诺书
约定：严格遵守中央“九严禁”，坚决
服从组织安排，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
转。承诺书一式5份，除交市委和领导
干部本人自留一份外， 同时上报省
委、省纪委、省委组织部。

今年来，娄底市委、市政府狠抓
换届风气整肃， 促进政治生态不断
优化，从而推动项目建设大比拼，加
快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为营造风清
气正的换届环境， 确保圆满完成换

届各项任务，市领导带头承诺：正确
对待个人进退留转；不拉帮结派，不
搞团团伙伙； 不在民主推荐和选举
中搞拉票、助选等非组织活动；不找
人为自己说情打招呼， 不采取拉关
系、 要挟等手段谋取职务或者职级
待遇；不违规用人，不搞封官许愿，
不为他人提拔重用说情打招呼；不
泄露、 扩散涉及换届人事安排等保
密内容；不在“两代表一委员”选举
和协商过程中打招呼， 不妨害他人
自由行使选举权；不造谣中伤、诬告
他人。

带头签名的市领导表示，承诺是
金，既然在承诺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就一定遵守和履行好这一承诺。

益阳300多万农民喝上放心水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76.5%，其中湖区普及率达100%

永州构筑基层群众就医便利网
在全省率先启动免费培训村医工程，乡村医生每年培训不少于80课时

棚改户设宴谢党恩

雨花非遗馆
“牵手”湖南科技职院

市领导带头签名
承诺严守换届纪律
娄底营造风清气正换届氛围

潇水河大涨水
6月13日傍晚，被洪水围困的道县西洲公园爱莲阁。当天，道县境内普降大雨，潇水河道县县城段水位达到170.11米，

接近警戒水位。道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确保洪峰安全过境。 何红福 杨新华 摄影报道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3091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7
925
9813

3
34
301

3269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8030
116794

578
364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6月13日 第2016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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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7256 元
03 2005 10 12 16 19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6月 13日

第 2016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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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1040 591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98 173 24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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