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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3日讯（蒋睿 陈娟 朱哲涵）
风车坪社区综合整治项目，“白石雅韵，水
墨街巷”的徽派民居风格街巷已现雏形；窑
湾文化旅游街区项目完成唐兴桥、 江山胜
迹两处文物修缮，年底将重现窑湾“古韵商
华” 的历史风采； 仙女山景区项目即将开
工，又将为“莲城百姓”增添一处“天然氧
吧”……今天，记者走进湘潭市雨湖区，随

处可见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
今年年初，雨湖区围绕征地拆迁“提

速”、招商引资“提质”、争资融资“提量”、
城市建管“提标”、工作落实“提效”5大战
略，大力推进项目建设，改善城区面貌，
以该区“三年大变样”行动助推精美湘潭
建设。

今年雨湖区计划安排重点建设项目83

个，年度投资140亿元。为提升征拆速度，他
们施行“领导联点-单位联合-考核联动”三
联工作法，依法拆违带动拆迁。截至5月底，
全区累计征拆716处30.7万平方米，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的128%。

该区还开展高起点、高质量、大规
模的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系统实施“穿
衣戴帽”、“村镇亮化”、“道路硬化”、

“社区绿化”等相关工程，力争在年底实
现主城区小街小巷路面硬化率达100%、
绿化覆盖率达49.1%、城镇化率达82%。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满长水 郭飞)“‘凉亭坳党建
e+’APP平台及微信公众号是党员干部
交流学习的重要园地， 还成为了为民办
实事的服务站。”6月27日，怀化市鹤城区
凉亭坳乡党委书记杨富量说， 他们在
APP平台和微信公众号上设立武陵山土
鸡等宣传、销售专栏，帮农民养鸡合作社
促销，解决了有项目、缺市场的问题。

据了解，今年来，鹤城区创新性把电
子商务“O2O”（在线离线/线上到线下）
模式引入党建中，以区委“党建e+”综合
服务总站为引领，在“线上”建立区、乡镇
（街道）、村（社区）、网格4级微信群、微网
或APP，在“线下”建立4级综合服务站
（点）。 并在微平台上专门设立“两学一
做”专栏，组织党员开展学习教育、互动
交流。目前，全区共建立微信工作群896

个，“党建e+” 等政务微平台56个， 受到
1.2万余名党员、10万余名群众关注。

同时，鹤城区对党员群众在政务
微平台和微信工作群反映的问题和
诉求，依托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便民服务中心（站 、点），实行“线上 ”
受理 、“线下 ”办理 。如针对党员群众
反映较多的城区交通秩序、社会治安
等方面问题，区委组织4000余名党员

干部下沉社区，开展“清街”整治、文
明交通劝导、治安义务巡逻等，交通
秩序与治安状况大为改善。

鹤城区创建“党建e+”服务站（点），
实现了“面、线、点”党员服务群众全覆
盖。今年1至5月，该区“党建e+”综合服务
平台帮助化解各类矛盾纠纷5700余起，
为基层群众代办事项2.3万件， 整改落实
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1200余个。

雨花区建“永不落幕农博会”
湖南日报7月3日讯（娄歆月 姚学文 苏继纯 管娟）6月

30日， 长沙市雨花区在高桥大市场举行国际农创园开工仪
式， 项目的开工意味着长沙将很快拥有中国中部唯一一家

“永不落幕的农博会”。
雨花区委书记邱继兴介绍，湖南农博会自1999创办以

来，历经近20年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中部一大颇有影响力的
农博盛会。如何让农博盛会永不落幕？雨花区委、区政府决
定建设国际农创园。

建成后的中部（国际）农创园将成为一个以新农产品为
主导、 线上线下一体发展的具有国际品质和湖湘标识的新
型市场； 同时将建设成为中部现代化农业产业服务枢纽、

“湘品出湘”的品牌输出窗口和全省对外输出的农业品牌名
片。项目的建设，还将提供上万个就业岗位，并为高桥市场
片区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据悉， 项目远景规划发展分为3期， 即市场培育期、融
合成长期、联动扩张期3个阶段，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整个
项目的品牌建设。

农村建房不可再“任性”
益阳市农村村民住房管理办法实行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杨军）今后，益阳市农村村
民建房不能再“任性而为”。7月1日，《益阳市农村村民住房
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对建房风格、建筑面积、审批程序等作
了严格规定。

据了解，这是益阳市去年取得地方立法权后，按照立法
程序制定的第一部政府规章。办法明确规划先行、先批后建、
一户一宅、建新拆旧为村民住房建设管理的基本原则。并规
定村民住房建筑风格要统一， 体现新中式风格， 强调5大要
素，即青瓦顶、花格窗、封火墙、穿斗架、灰白色。山区突出马
头墙、花格窗，丘陵区突出搭子墙、穿斗架，湖区突出披首头、
外走廊的民居特点，着力形成益阳农村住房地域特色。占地
面积和建筑面积也有硬标准。每户村民新建住房占地面积限
100平方米以内，建筑面积控制在300平方米以内；占用非耕
地且采用单体户型的，可以建生活附属用房，其占地面积、建
筑面积限20平方米以内。对特殊情况确需使用耕地建设住房
的，明确由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统筹补充耕地，实行先补
后占、占补平衡，不得向村民收取耕地开垦费。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张景武 龙星）7月2日至3日，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普降暴雨， 全县
11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该县积极抗
灾救灾，紧急转移群众13024人。

7月2日8时至3日8时， 靖州境内
遭受暴雨及大暴雨袭击，24小时降雨
量达到大暴雨量级的有18个站点，短
时降雨强度为历史同期罕见。 其中平
茶镇铁炉村降雨量为201.7毫米。

截至7月3日中午12时， 本次强降
雨导致全县11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受灾人口约75690人。其中，平茶、新
厂、藕团、渠阳等4个乡镇受灾严重。全
县农作物受灾22.36万亩，农田水利设
施、房屋、道路交通、电力、电信设施受
损严重， 国道G209白石滩段被淹，省
道S222靖州至黎平段多处塌方。

灾情发生后， 该县迅速启动紧急
防汛预案，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坐镇
防汛指挥部进行调度， 各联乡县领导
带领后盾单位分别赶到所联系乡镇现
场指挥救援工作，县农业局、交通局、
民政局、 公路局等相关单位组织人员
深入一线核查灾情， 组织群众抗灾自
救。县水利局加强水库、山塘、渡口等
防汛重点地段巡查、科学调度力度，全
面排查隐患，严防地质灾害发生。

目前，该县受灾乡镇社会稳定，受
灾群众基本得到妥善安置。

投资提“量” 建管提“标”
雨湖区今年计划安排重点建设项目83个，年度投资140亿元

“线上”学习“线下”服务
鹤城区创新“党建e+”服务群众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林荡 冯伟）7月3日19时， 洞庭湖
城陵矶水位达到32.59米， 超32.50米警
戒水位0.09米，为近3年来首次超警戒水
位。

岳阳市今日下午3时召开防汛救灾视
频工作会， 紧急开展了防汛抗灾部署。截
至19时记者发稿时，岳阳市364座水库已

开闸泄洪，出动30985人次完成大堤清基
扫障715公里，开启电排泵站438处433台
6.13万千瓦，抢排渍水9646万方。该市防
指组织9个督查组，采取“四查五看”进行
督查，全市随机电话抽查196人，抽查乡镇
26个、村58个，现场抽查水库23座、堤防险
段20处、电排泵站18处，对前段发现的问
题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

在考虑长江和四水来水的情况下，湖
区水位仍将维持上涨态势，该市提出了既
要防暴雨山洪，又要防湖区洪水，山区、湖
区两手抓，突出抓好湖区防洪、山洪防御、
水库防守、城镇防涝等工作重点。

该市进一步强化责任制， 严格落实
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责
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进一步明确各项水
利工程的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防守
责任人，对玩忽职守，工作不力或防守不
到位，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将依
法依纪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洞庭湖超警戒水位

岳阳市紧急部署防汛抗灾

7月3日， 靖州
苗族侗族自治县新
厂镇炮团村， 救援
人员在帮助被洪水
围困的受灾群众进
行转移。

陈俊名 覃太培
摄影报道

众志成城 防汛抗灾

“电骆驼”点亮
麻塘大堤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林唯 杨小丽）178根临时
电杆犹如一道风景， 整齐划一树立在
洞庭湖麻塘大堤上， 灯光连成的“长
龙” 更加坚定了岳阳县人民防汛的信
心。 经过5个多小时冒雨奋战，7月2日
18时，岳阳县“电骆驼”党员服务队
60余名队员提前“点亮”了岳阳县麻
塘大堤防汛最前线。

2日8时， 国网岳阳县供电公司接
到县防指紧急指令： 确保麻塘垸正常
开展巡查值守等防范工作， 迅速组织
人员、设备，在7月3日16时前架通麻塘
大堤全线照明线路！ 该公司立即启动
麻塘大堤的防汛保电工作。

麻塘大堤地处东洞庭湖东岸，垸
内耕地面积3.8万亩，人口3.2万人，保
护着京广铁路、 武广高速公路等重要
交通干线，是历史上有名的险堤。大堤
长12公里，需架设供电线路16000米，
架立木制电杆178根、 灯泡400余个，
任务异常艰巨。经周密准备，当日12时
35分，供电公司3个班组组长率“电骆
驼”共产党员应急队员60余人开上麻
塘大堤，依次排开，排杆、挖洞、立杆井
然有序展开。14时48分，暴雨倾盆，将
应急队员们全身淋透， 但大家依然战
斗不息。17时53分，大堤全线亮灯。

湖南日报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李飞

7月2日，石门县迎来今年入汛以来的
第三次强降雨。全县气象、水文等各类降
雨监测站点有51个降雨站点降雨量超过
50毫米，1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其中，最
大降雨站点为夹山镇官渡站152毫米。

此次强降雨导致房屋倒塌、 山体滑
坡、农作物受灾等灾情，石门县委、县政
府与全县干部群众全力迎战， 打赢了这

场防汛抗灾决胜阶段的关键一战。
1日晚11时， 永兴街道刘家坪社区

安乐堰塘水位猛涨，3个小时内水位上升
1米左右，库容接近8万立方米，大水造成
堤坝出现跌窝险情。接到险情报告后，石
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一边迅速组织人员
转移下游居民， 一边立马组织机械劳力
开沟泄洪、降低水位，夯填跌窝。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奋战，2日凌晨两点， 险情得
到紧急排除， 确保了堰塘下游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2日中午12时， 维新镇中渡水村响

水洞地灾点发生严重山体滑坡。 滑坡长
度约220米，整体下滑距离约1.5米，急需
紧急转移18户76人。灾情发生后，当地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主要领导立即赶赴
现场， 紧急调集镇村两级防汛应急队伍
50多人，按照责任包保，将受灾害威胁
的18户76人全部安全转移出地灾范围，
并就近在安全区的农户家进行安置；在
地灾现场设置警戒标志，只出不进,并加
派24小时巡查值守专员。 县民政部门火
速调拨25顶救灾帐篷、 生活医疗用品等
保障物资，妥善安置了受灾群众。

灾情就是命令
———石门县全力迎战“7·2”强降雨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吴娟

7月3日上午，连续两天两夜的大雨
终于停歇， 在慈利县南山坪乡岩金公路
上，挖掘机正繁忙作业清除泥石，交警运
管部门人员正现场指挥交通，10多名乡
里干部群众现场维护安全秩序。

“一定要在大雨再次来临前抢通。”
南山坪乡党委书记许小武说，7月1日下
午，岩金线发生塌方交通中断，金坪、南
山坪近2万群众出行受阻，只有在雨歇之
际抓紧抢修。

7月1日至2日，慈利县普降暴雨，境

内溇水、澧水猛涨，多处出现山洪、滑坡、
塌方等灾害险情。连日来，广大干群冒雨
鏖战，通宵达旦，千方百计保证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从1日下午起， 零溪镇30多名干部
分赴各村最危险地带， 转移群众400多
名，虽水淹、沙冲水稻近1000亩，垮塌房
屋1幢，但无人员伤亡。在杨柳铺乡，干部
冒雨巡查中，发现分水岭水库水位过高，
溢洪道狭窄不畅， 于是迅速调来挖机清
除障碍拓宽溢洪道，排除隐患。

连日暴雨， 引发的山洪对道路交通
安全造成威胁，据初步统计，在这轮降雨

中，慈利共有13处主次道路受阻，县交警
大队全员上路驻守，设置警示牌，增设交
通安全设施，引导分流车辆。

1日晚20时， 位于澧水和溇水交汇
处的零阳镇太平村沿河大堤一侧出现垮
塌，危在旦夕。

一盏盏车灯在暗夜里发出微弱的光
亮， 一辆辆载满石块的工程车驶向救灾
现场，挖掘机迅速填堆。周边100多名群
众自发而来，装沙袋、垒河堤，直至2日早
上6时，险情终于解除。

7月2日凌晨，高桥镇又接连告急，多
处路段积水， 皂泥峪村山体滑坡村干道
中断， 白竹峪村两个组公路被冲垮……
镇里干部党员火速集结分赴各现场，果
断处置各类险情4处，转移、安置受灾群
众9人，疏通公路交通4处。

鏖战 澧
———慈利县干群抗灾抢险侧记

郴州基层党代表履职积极性高
乡镇党委换届收到提案1200多件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丽萍）
“换届期间， 我和镇里的12位党代表联名提案， 提出创建
‘党支部+专业合作社’、实施党员‘双培工程’等建议，获得
立案和回复。”近日，郴州市永兴县黄泥镇党代表黄祥兵说，
相关部门及时受理提案，提高了基层党代表履职的积极性。

从今年起，郴州市全面推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鼓励乡
镇党代表认真履职尽责，密切联系党员群众，多提好建议、
好提案。在乡镇党委换届工作中，该市把党代表提案与换届
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广泛征求、收集党代表的提案，并实行
面对面及“同走访、同破解、同答复”工作法，便于党代表和
办理单位沟通，提高提案办理效果。

郴州各乡镇党委还建立代表提案评议机制， 承办单位
要及时向党代表回复代表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并接受满意
度测评。今年乡镇党委换届以来，全市137个乡镇全部开展
了党代表提案工作，党代表共提交提案1219件。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7月 3日

第 2016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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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1040 458640

组选三 715 346 247390
组选六 0 173 0

2 4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7月3日 第2016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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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1766647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1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474321
4 23265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08
56579

1224624
6370705

41
1999
46021
229477

3000
200
10
5

0108 13 22 30 32

地铁3号线河东段进入建设高潮
一期工程共设地下车站25座， 预计

2018年通车试运营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陈永刚 曾迪） 今天上午11时18

分，长沙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长沙大学站左线盾构始
发，开始长沙大学站至雅雀湖站区间的施工，标志着地铁3
号线一期工程河东段进入建设高潮。

此次盾构掘进区间为长沙大学站至雅雀湖站， 长度
1640米，预计掘进平均速度10米/天。据了解，盾构到达雅
雀湖站后将调出转场，再次从长沙大学站始发，掘进长沙大
学站至月湖公园北站区间，预计将于2017年10月完成该标
段的全部掘进工作。

目前，3号线一期工程全线25个车站主体施工已全面
展开。 据悉，3号线一期工程于2014年1月3日开工建设，线
路全长36.5公里，呈西南至东北走向。一期工程共设地下车
站25座，其中，侯家塘站与1号线换乘，长沙火车站站与2号
线及长株潭城铁换乘。预计2018年通车试运营。

娄

靖州干群奋力战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