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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王
晴 通讯员 邓华良）最近，湘阴县玉
华镇通往鹅形山景区道路提质改造
前期工作正式启动，15人的测量队伍
已进场“作业”。该镇鹅形山景区在长
沙芙蓉北路修通后， 游客量大幅增
加，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当地群众反
响强烈。为此，该镇彭建屋等党代表
联名提出《关于对鹅形山景区旅游道
路提质改造的提案》。 镇党委立即予
以采纳并付诸行动，党员群众由衷地
说：“没想到党代表的提案还真灵。”

为充分推动和调动党代表参政
议事的热情和发挥作用的积极性，岳
阳市以今年乡镇党委换届为契机，在
乡镇党代会期间普遍开展党代会提
案工作。该市专题组织召开全市乡镇
党代表提案工作座谈会，全面组织乡
镇党代表开展了以“提高履职能力
充分发挥作用”为主题的党代表集中
培训，让广大党代表弄清楚提案工作
“为什么提，怎么提，提什么”。各乡镇
把党代表分成若干小组，深入重点项
目、行业一线开展考察。有的乡镇还

组织党代表进工作室，主动听取党员
群众的民生诉求等。对于党代表提交
的提案， 乡镇党委组织全体班子成
员、提案领衔代表和承办单位负责人
召开提案集中交办会， 明确办理时
限，细化办理责任。对办理不力的，该
市规定，直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该市103个乡镇在党代会
期间经大会主席团审议立案
的党代表提案共有573件，目
前已办结280多件， 其余正在
办理之中，全市共有51件重要

提案作为乡镇党代会大会议题，在党
代会上形成了大会决议。全市12144
名乡镇党代表中，提交或参与提交提
案的代表达到8650人， 占代表人数
的71%，共“催生”165项基层党建工
作制度措施出台，256项重大事件或
民生实事立项执行。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段
云行 通讯员 周俊 谢立松 ）6月27
日，天还未亮，冷水江市响莲实业的
农户们就忙开了。上午，他们刚采摘
的新鲜蔬菜，就会清洗、包装,分送至
城区的各销售点。 搭乘冷水江市新
农村建设的顺风船， 响莲实业已发
展成为集特色果蔬培育、 农产品深
加工、 电子商务为一体的农业龙头
企业。

2010年， 冷水江在全省率先启

动城乡统筹，在全市范围内推进新农
村建设。5年多来，冷水江投入超过12
亿元，在全市184个村、居委会推行城
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
展、生态环境、管理体制6个一体化建
设。冷水江着力发展农业经济，通过
整合农业生产力要素，壮大特色农业
产业，激活农村造血功能。

冷水江通过修通农产品下山进
城道路、疏浚整治水库河道、完善小
型水利建设、 改善中低产田地等，解

决有产业无设施问题；通过推广农业
技术，培训农技知识，鼓励发展特色
农业、 休闲观光农业和庄园经济，解
决有资源无产业问题；通过探索“村
企共建” 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
引导农民以转包、转让、股份合作等
形式，将土地向经营大户集中，解决
有品牌无规模问题； 通过贴息贷款、
免费农业保险、政策补贴、项目扶持、
贷款担保等多种形式，帮助农业企业
解决有前景无资金问题。

同时，冷水江把农产品销售瞄准
“互联网+”，与阿里巴巴签订农村淘
宝合作项目，推动“网货下乡”和“农
产品进城”双向流通，实现城乡产业
的互融互补。

通过新农村建设，冷水江各类农
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256家，农
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发展到32家，省市
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18家，培育
带动各类农产品生产基地7.5万亩，
带动农户3万户。

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张耀成

6月27日， 时近建党95周年，花
垣县委组织部和边城卫生院的几位
党员驱车30公里， 来到双龙镇雷公
村，看望105岁老党员石记德。谈话
间， 老人出乎意料地说：“你们来看
我，我无以为谢。我就讲几个严守党
章、党规的故事吧，权当我献给建党
节的礼物。”

建房指标给群众，80元
钱住旧屋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党员的
义务， 但履行义务不能停留在口头
上。”石老告诉我们，上世纪50年代
末至70年代中，他曾担任乡长、社长
和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1976年，村
里不幸失火，40多户村民的房子被
烧光，自己的住房也不例外，住房难
成了当时村里最大的民生问题。老人
当时已经65岁，不再担任职务，但他
仍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把家里修屋的指标树木全部让给了
其他村民。 等别人都修好新房后，他
才凑齐80元钱， 买了些旧料建了一
栋小木房。

招待用餐从不用，半坡
野果被吃光

“心中装有铁的纪律，才能做到
公私分明、 克己奉公。” 石老给我们
讲了一个故事： 他在任乡长期间，经

常到各村检查工作。那时，交通不便，
一月要跑48个寨子，曾因为累、饿晕
倒路旁。村民发现后不禁问：“你办公
事，怎么不吃招待餐？”他却介绍了一
个充饥绝招：每当下村时，就事先在
山上采摘两包野葡萄等野果。村民们
逗趣说：“你这个当官的，放着招待餐
不吃，却把半坡救兵粮采光了。”

身为乡长睡地铺，一碗
稀粥十多人尝

“党章要
求 党 员 密 切
联系群众，怎
么密切呢？那
就 是 要 与 群
众有事共商、
有 难 同 当 。”
上世纪 70年
代，石老带领
群 众 修 建 该
镇水库，天天
与 群 众 同 睡
地铺、共喝稀
粥。 一次，他
与 10多位村
民连夜加班，
赶筑堤坝，大
家又累又渴。
可 食 堂 只 剩
些桶底米，他
把 这 些 米 扫
起 来 才 一 两
多，煮成一大

碗稀粥，十多个人轮流喝，口中还不
断地念着：“大家吃，大家香，齐心协
力干革命，同甘共苦朋友长。”

石老听力不好， 需大声在耳边
说话，他才能听到。但说起党章党规
的故事来却是滔滔不绝。 故事说完
后，他把村里的新支书叫到身边，在
家里的壁板上贴上一面小党旗。大
家随着他一同举起了右手， 重温了
入党誓词。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李
文峰）6月26日晚23时左右， 醴陵市
有证企业李畋镇科富利群花炮厂烟
花内筒中转车间发生燃爆事件，造
成周边部分居民房屋玻璃、 屋瓦等
受损，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事件发生后，醴陵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迅速调度公安、安监、消防
和李畋镇等部门单位负责人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派出工作人员
到周边居民家中开展入户摸底调查，
协调相关部门积极开展理赔工作。同
时，对全市烟花爆竹行业实施全面停
产整顿，严格责任追究，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当前，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不实信
息，甚至有部分网站借用其他地方事
故视频，如天津港爆炸视频、图像等，
移花接木到此事件中。该市公安机关
及时予以正告， 对恶意散布谣言、发
布虚假信息， 并带来不良社会影响
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之中。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王炎坤

6月27日9时，岳阳市港口危化品
集装箱堆场泄漏燃爆事故应急救援
演练，在城陵矶新港区新港公司集装
箱堆场上演。

接到“报警”，岳阳市政府启动应
急预案，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
力量救援。市政府安委会、城陵矶新
港区、巴陵石化公司，及岳阳市安监、
地方海事、公安、消防、环保、卫计委、
交通、水利等单位，与企业联动应战。

首先到达现场的是巴陵石化公
司消防支队的气防车，气防员全副武
装转移伤员；市安监局应急救援中心
负责人携2名专家到场， 制定救援方
案；2台120急救车救走伤员；4台消
防车进入现场，建立水幕稀释挥发有
毒气体，喷洒泡沫覆盖，并进行专业
堵漏处理；市环保局环境监测车对区
域水质、大气、土壤等进行监测。

……
接到现场气防侦检人员报告气

体检测处于限值，救援指挥部下达紧
急撤退命令。

几分钟后， 现场传出一声巨响，
泄漏点10多米暗沟遇不明火源引发
“燃爆”，“事故”升级！

专家组提出控制燃烧；前来增援
的岳阳市公安消防支队3辆消防车进
入现场， 喷水保护危化品集装箱。经
参演队伍1个多小时奋力救援，“燃
爆”被有效控制。

全面推行党代会提案工作

城乡统筹“激活”农业经济

港口大演练

醴陵积极处置
一花炮厂燃爆事故
无人员伤亡

“红色服务联盟”在行动
6月26日，长沙市芙蓉区火星街道月桂社区，“红色服务联盟”志愿者为社区居民讲解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日前，该

社区成立了由100名党员组成的“红色服务联盟”，点对点、面对面为社区居民服务。 章伟霞 摄

下村吃野果，乡长睡地铺
———听105岁老党员讲党章党规故事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2193862
0 2849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44
800
8823

14
32
326

256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5105
105583

500
3475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6月27日 第2016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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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01 1503 04 10 19 21 27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6月 27日

第 20161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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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1040 487760

组选三 290 346 100340
组选六 0 173 0

3 32

�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王
晴 通讯员 王吉平 金慧莉）“报告，
突发强降雨， 前方水库水位急剧上
涨，达到蓄水量的60%，申请立即开
展泄洪！” 6月26日11时， 在君山区
防汛指挥部值班室， 新安装的防汛
救灾移动管理平台系统收到一则来
自许市镇美女水库管护员用北斗手
持机发出的紧急汛情。

“收到，指挥部同意泄洪！”接到
汛情后， 值班人员立即向上级汇报
并进行工作部署。14时左右， 一条
“泄洪措施开展完毕， 水位正常”的

反馈信息在北斗系统后台弹出。
君山区是我省湖区人均防汛任

务最重的县区之一。 该区加大科技
投入，于今年5月建成防汛救灾移动
管理平台系统。 由岳阳市支持配备
北斗定位手环3402个、 手持机296
个，分发给全市水库管护员、山洪灾
害预警员及相关防汛责任人。

在防汛值班室的电脑上， 记者
看到，260多个代表境内所有涵闸、
小型水库的管护员的光点立即尽现
眼前。有没有到岗，是不是在巡逻，
都在平台上显示得一清二楚。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白
培生 通讯员 刘法佳）今天，记者从
郴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
从今年3月起， 该市启动为期8个月
的“查无证清死角端窝点”食品安全
专项整治，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据介绍，专项整治中，为解决农
村食品安全突出问题， 郴州市食安
委组织公安、农委、工商、食品药品
监管、畜牧兽医水产等部门，联合制
定了深化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实
施方案， 开展“清源”、“净流”、“扫
雷”、“利剑”4大行动，对农村食品及
农产品生产销售、 餐饮服务等实施

全程监管， 着力构建从农田到餐桌
全程监管体系。

同时， 针对群众关心的酒类、肉
及肉制品等方面问题，郴州市部署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酒类专项整治行动
主要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酒、不合格酒
等违法行为， 规范酒类生产经营秩
序。 肉及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中，重
点打击肉及肉制品制售违法行为，严
防肉类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郴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
长陈玲玲表示，将加快推进食品安全
专项整治， 突出查办一批典型案件，
严惩违法犯罪分子，确保食品安全。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廖声
田 通讯员 刘飞)6月25日，张家界市
武陵源区纪委编印的《廉政漫画集
锦》一书问世，3000多名干部党员人
手一册，方便随身携带，时刻警醒。

《廉政漫画集锦》宽10厘米、长
14厘米， 共有90面， 收集漫画118
幅，图文并茂，幽默诙谐，涵盖“廉洁
自律，拒绝受贿”、“领导干部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反腐倡廉建设”、“追
究选人用人责任”、“八项规定廉洁
准则”、“三公经费”、“惩治老虎苍
蝇”等多方面的内容。武陵源区委常
委、纪委书记余开平介绍，小“口袋
书”通过画廉颂廉、针砭时弊，增强
了廉政文化的感召力、 约束力和渗
透力，是一本反腐倡廉的好教材，深
受广大干群喜爱。

君山区防汛抗灾用上“千里眼”

查无证、清死角、端窝点
郴州加快推进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武陵源：漫画书助力反腐倡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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