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肖永）6月中
旬， 双峰县新闻写作培训班如期举办。80高龄的老农肖展发
第6次参加培训。县委宣传部同志介绍，为了协助组织这次培
训班，肖展发前前后后张罗了2个来月。

肖展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通讯员。自1958年开始写
稿，每年在国家、省、市、县各级新闻媒体上发表稿件200多
篇，多次被市、县评为优秀通讯员。积极写稿的同时，业余通
讯员“找不到新闻素材、发现不了新闻热点”的苦衷也引起了
肖展发的共鸣和思考。为了帮助大家，2011年，肖展发尝试着
将该县杏子、梓门、永丰等乡镇的通讯员组织起来举办培训
班，互相探讨、互相学习，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接下来的
几年里，在县委宣传部和部分乡镇政府的支持下，培训班年
年举办，授课专家从县里向省市延伸，培训质量逐年提高。

一花引来百花开，万紫千红满园春。肖展发老人从2011
年开始，年年协助组织，每年一次的新闻写作培训班成为了
全县业余通讯员的一次盛会。参加培训学习的通讯员的创作
水平普遍提升，部分作品还被省、市、县评为好新闻。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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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友良 周世伟 文媚

“齐向阳：您本月工资5000元已转入
尾号为5086的账户，请查收!”6月20日，记
者来到攸县项目工地采访，湘潭籍农民工
齐向阳打开手机信息说：“咱们农民工也
有了工资卡，现在工资月月能按时到手。”

2014年10月， 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
现象多发于建筑行业， 攸县在全省率先
启动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银行代发”制
试点，力求从制度层面杜绝欠薪发生，其
经验在全国得到推介。

试点当年， 攸县受理建筑领域欠薪
案从2013年156起下降到86起，去年降至
12起，今年前5个月仅2起，均及时结案，
实现了由事后追讨向事前预防、 由被动
治欠向主动防欠的转变。

专款专用，确保责任落实
农民工工资由银行代发， 不再过包

工头的手， 但这样必须解决“钱从哪里
来、由谁支付、付给谁”的问题。为此，攸
县明确作为工资支付主体的建筑工程项
目单位和施工单位统筹专项资金， 选择
支付银行， 落实发放对象， 做到专款专
用，确保责任落实。

攸州义乌国际商贸城项目总投资16
亿元，将分3期开发小商品城、家居建材
城和物流商务城。 去年12月小商品城开
工前， 施工单位在攸县农商银行开设了
农民工工资支付专用账户， 发放工资卡
400余张。6个月来，已按月由银行代发工
资700多万元。项目单位攸发集团负责人
告诉记者， 专用账户全面实行施工单位
用工实名制，做到工资发放人数清、身份
明，不但要报县人社部门备案，而且在申
领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前， 施工单
位须按合同总价一定比例在县住建部门
预存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待工程验收后
再退还。

为方便农民工支取工资， 攸县将农
商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定为定点银行,这
两家银行的网点覆盖全域。目前，全县已
有23个项目单位建立完善了用工实名制
管理台账， 为1200余位农民工办理了工
资卡。

专人专职，确保发放不乱
攸县还在各项目单位配备了农民工

工资专管员， 他们不仅熟悉劳动保障法
律法规和财务统计知识， 而且具有较强
的组织沟通能力，专人专职，确保工资发
放不乱。

同时，项目单位、施工单位与银行签
订三方协议， 施工单位农民工工资专管
员在合同约定付款节点前组织工资结算
和汇总，形成电子和纸质工资发放表格，
并由农民工、班组长、劳务公司、施工单
位和项目单位负责人5方签字确认；项目
单位提前向施工单位账户拨付工资款，
银行在收到5方确认工资发放表后，2天
内将钱划拨到专用账户， 经办人再将支
付明细报人社、住建等部门备案。

农民工工资专管员周凤华说， 协议
还约定他们加强日常管理、 执行代发流
程、履行报备手续，在做好农民工入职登
记、 信息采集、 银行卡开设等工作的同
时， 每月组织农民工进行工资结算、确
认、公示，并全程监督工资安全发放，维
护农民工社保缴费、投诉维权等权益。

据统计，今年1至5月，攸县通过银行代
发工资2560万元，未出现漏发错发现象。

专事专管，确保薪金不欠
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攸县

强化部门职能，并开展专项检查，全
面依法监督。 县里每月将项目工地
报送的工资发放表、 专用账户账目
流水单和工程进展情况进行统计比
对和筛选， 对有可能发生拖欠的单

位发布红牌预警，实行重点核查。同时，
组织人社、住建、房产、招投标等部门开
展专项检查，责成相关单位对工资支付
不规范行为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给予
相应处罚。

县政府还成立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领导小组，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及时研
究、 协调、 处理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
题， 并将施工单位完成工资清欠作为新
上项目审批前置条件。

去年， 一家房地产公司因开发单位
负债严重，其账户资金被法院冻结，欠拨
工程款，造成大额拖欠农民工工资。县房
产、人社等部门迅速介入，与株洲市中院
协调，变更执行方式，由房产部门监管商
品房预售资金，既保证了工资支付，又保
障了项目顺利推进。

攸县探索建立农民工工资“银行代
发”制，有效解决了克扣、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农民工开心地说，工资由银行支
付，我们可以放心干活了。

完成投资200亿元 建设重点项目100个

湘江新区
启动项目建设“百日会战”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王婧菲）记
者今天从湖南湘江新区获悉，6月21日起至9月30日， 新区
将集中100天时间强力推进100个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投资
额约200亿元。

“百日会战”期间，湘江新区将围绕“解决一批项目拆迁
问题，加快一批续建项目进度，开工一批新建项目，实现一
批项目提前竣工”的目标，掀起新区项目建设新高潮。此次
铺排的100个重点项目中，政府投资60个，包括湘江新区核
心区及跨片区36个、高新区6个、岳麓区3个、望城区7个、宁
乡县8个；社会投资40个，包括湘江新区及跨片区8个、高新
区7个、岳麓区6个、望城区8个、宁乡县11个。

“推进国家级新区建设，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始终发挥
着关键性支撑作用。”长沙市委副书记、湖南湘江新区管委
会主任虢正贵表示，新区管委会和相关责任区县（园区）将
进一步优化办事程序、加强分类指导、强化协调督察，在征
地拆迁、用地报批、资金保障等方面，给予项目最大帮助，确
保项目开工率、投资率、达效率“三率齐升”。通过100个重
点项目的全力推进和带动示范， 确保实现提前完成全年工
作任务，全区域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00亿元。

高扬中国棉文化大旗
中国（福尔康）第二届棉文化节开幕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6月
23日为世界纯棉日，中国（福尔康）第二届棉文化节在华容
工业园福尔康基地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卫生材料、产业用
纺织品、棉花、棉纺等行业的精英汇聚一堂，共商行业发展
大计，共研棉文化兴业之道。

棉花自西汉张骞通过“丝绸之路”从中亚国家引进中国
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我国现已成为世界最大产棉国、最
大棉花消费国、最大棉纺织品出口国。作为中国医用卫材十
强企业、医用脱脂棉全国行业龙头、全棉水刺无纺布全国第
三的湖南福尔康医用卫生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率先发起继
承和发扬中国棉文化的大旗，该公司投资3000万元创办了
中国首家棉文化博物馆。自去年6月开馆一年来，已免费对
外接待各地客人5万多人。 以棉文化博物馆为载体，“福尔
康”已连续举办两届中国棉花节，其目的旨在推动中国棉业
走向兴旺，实现中国棉业强国之梦。

“现在工资月月能按时到手”
———攸县率先建立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银行代发”制

湖南日报6月 23日讯 （陶芳芳
龙建学 ）今天，长沙市电商扶贫动员
大会暨电商农企对接在浏阳市椒花
新村开展。 长沙将针对金井镇蒲塘
村、 桥驿镇联合村等85个省定贫困
村开展电商扶贫行动， 致力让农产
品搭乘“电商快车”出大山。

为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 助力
农民脱贫致富，长沙市商务局、市扶
贫办等部门瞄准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契机，制定出台《长沙市电商扶贫行
动实施方案》。该市将支持一批有基
础的农业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对接各
县（市）农业产业，加强小微农村电
商企业合作， 在知名网络平台上开
创长沙特色馆或特色店；支持“农村
电商综合服务中心” 在贫困村或所
在乡镇开设农村电商综合服务站，
提供代买代卖、 便民缴费、 金融保
险、物流快递、信息流通、农产品进
城等服务； 加快贫困乡村宽带网络
建设， 支持市邮政部门在贫困村设
立服务网点；开展“互联网+特色农
产品”电商扶贫活动。

根据方案，至今年年底，全市至
少建成4个县级农村电商综合服务
中心， 全市省定贫困村或所在乡镇
至少建成 10个乡镇或村级电子商
务服务站。至2017年底，全市80%以
上省定贫困村或所在乡镇至少建立
1个电子商务服务站。

活动现场， 浏阳市政府与湖南
苏宁云商、芒果生活、搜农坊、农人
公社、 惠农网等知名电商平台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长沙加快
电商扶贫步伐

明年底，80%以上省定
贫困村或所在乡镇至少建
立1个电子商务服务站

6月23日，岳阳市岳阳楼区东茅岭商业步行街南辅道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场，一座建筑物正被推倒。该项目属岳阳十大棚户（旧
城）区改造项目之一。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将投资50亿元建成30多万平方米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吴鹏翔 摄影报道

岳阳旧城改造升级

巴陵石化医用SEBS
填补国内空白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通讯员 彭展 记者 王晴）6月21
日， 巴陵石化对外发布消息， 该公司“输液管、 输液袋用
SEBS/PP弹性体专用料的开发及应用”项目，通过中国石
化科技部组织的技术鉴定。 该项目开发出医用热塑橡胶
SEBS新材料，填补国内空白，项目开发的产品及技术拥有6
项授权中国发明专利，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巴陵石化是我国首家采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实现工
业化生产绿色环保热塑橡胶SEBS的企业，年产能达4万吨。
国内外研究表明，SEBS材料无毒， 能使用高温蒸煮和紫外
线直接消毒，是软质PVC安全的、理想的替代材料。

醴陵1.6万名残疾人
享受“两项补贴”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丁时伟）
“今后，每年可以领取1200元补贴，家庭困境可得到缓解。”
6月21日，醴陵市孙家湾镇李家山村精神病患者孙福连获得
市民政、残联通过了她的“两项补贴”审批认定。

近日， 醴陵市下发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发放操作办法（简称“两项补贴”），“两项补贴”标
准为每人每年600元，可同时申领。孙福连属二级残疾，一
家3口享受低保，生活十分困难，属于“两项补贴”对象。据统
计，该市有1.6万名残疾人可享受此次项政策。

永州地税税收增长三成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杨纯位）

今年以来，永州市地方税务局全面落实税收清查“一对一”，
入库销号“一对一”跟踪问效机制，推进营业税清零、地方各
税结算清缴工作。 截至5月底， 该局共组织各项税收收入
48802万元,同比增长31.79%。

耄耋老农六进新闻培训班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 年 6月 23日

第 2016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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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 1040 1102400

组选三 772 346 267112
组选六 0 173 0

1 9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6月23日 第2016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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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10076756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7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5 25025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61
54103

1090797
7747550

36
2007
40608
305802

3000
200
10
5

0216 19 22 24 25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黎威 黄振

山青青，林深深，星相约，蝉共鸣。
6月22日晚，“2016湖南夏季乡村旅游节
乡村音乐会” 在平江县福寿山国家森林
公园上演。来自省内旅行社、旅游企业负
责人及游客300余人聚集此间，共享奏响
在山水间的艺术盛宴。

19时30分，岳阳
市民乐团的民乐齐
奏《喜洋洋》、《春天的
故事》 欢快揭幕，为
音乐会营造了喜庆

的氛围。“《小苹果》来啦！”少年鼓手吴波
活力四射的架子鼓表演把现场气氛迅速
推向了高潮。鼓点时缓时急，时大时小。
大时如雷贯耳，小时如雨打芭蕉。

罗得杰的笛子独奏《春到湘江》仿佛
把听众带到了鸟语花香、 江水流淌的江
南水乡。旋律时而跌宕起伏，时而静水行
舟。二胡独奏《战马奔腾》铿锵而出，似有
硝烟扑面，奏出金戈铁马。表演者竟是土
生土长的平江青年何景文，才22岁，竟然
有10余年登台经验。

二胡齐奏《奔驰在千里草原》气势恢
宏。先是号角骤响，激起万马奔腾；不久调
声陡降，悠扬如水；忽又潮水翻腾，排山倒

海；正当大家热血沸腾时，乐音戛然而止。
“巍巍乎志在高山， 洋洋乎志在流

水”。置身1573米的高山之巅，听一曲“高
山流水”，别有一番韵味。寻着音乐的旋
律，举首便见群山巍巍，云雾缭绕；低头
细听，溪水潺潺，山风习习。让人不知是
沉浸在音乐的意境中， 还是陶醉在如画
的山水里。

平江县旅游局局长宋炼钢告诉记
者，演奏者来自岳阳、平江两地，主要是
退休老同志、各单位的民族乐器爱好者。

21时30分，音乐会在民乐合奏《春天
的回忆》 的优美旋律中闭幕，300多名观
众却不愿离去。

高山之巅，听一曲“高山流水”
———湖南夏季乡村旅游节乡村音乐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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