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单彬）12月5日， 邯郸创意
摄影艺术作品展暨非遗图片展在株洲
神农大剧院展出， 引起该市摄影爱好
者和广大市民浓厚兴趣。

这次共展出创意摄影艺术作品
100余幅，激发人们通过观摩与品读，展
开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剖析，并提出对社
会政治、历史、文化、人文、人性的多层
面的思考或关注。其中，已有部分作品
在国际摄影展和国展中获奖。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谭珍利 何雁翔） 今天，记
者到衡东县新塘镇龙头村等地采访，
见稻田里连片的绿肥生机盎然。“稻田
冬季种绿肥， 来年水稻每亩可增产20
至25公斤。” 衡东县农业局负责人介

绍，有关试验显示，在黄泥田、棕泥田
连续4年种植紫云英、 红花草等绿肥，
土壤有机质含量可由2.05%增加到
2.95%。

据了解，今年入冬以来，衡东县结
合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项目，大

力推广绿肥种植。 政府采购发放绿肥
种子120吨， 主要安排在湘江流域5个
项目乡镇种植。 县农业局对全县绿肥
种子发放、大田开沟、种子播种等进行
全程指导与跟踪督查，让更多稻田“绿
色过冬”。目前，全县绿肥种植总面积
达到10万亩， 其中项目区4.2万亩，并
形成了新塘镇龙头村、石湾镇甲枣村、
三樟镇彭陂港村3个千亩绿肥示范片。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李曼斯 刘
胜华）11月底， 宁乡县东湖塘卫生院
免费给65岁以上老人做体检，一时间
人头攒动。“以往卫生院做体检，医生
挨家挨户上门动员，都有人嫌麻烦不
来，今年村民却十分积极。”东湖塘卫

生院医生告诉记者。
这个转变发生在今年7月宁乡县

卫计局与长沙市四医院建立医疗联合
体后。 长沙市四医院派出多名医师，到
东湖塘卫生院轮流坐诊，推动优质医疗
卫生资源下沉基层。该院肾内科副主任

医师、 医学博士张林是第一批派驻医
生。在东湖塘卫生院工作5个月后，他感
触颇多：“农村健康管理状况急需改善，
许多村民的病情因为拖延或者诊断失
误而加重，让人十分痛心。”张林认为，
“授人以渔”是自己下乡的主要任务。

据了解，目前，除长沙市四医院
外，宁乡县还与长沙市一医院等医院
建成多个“医联体”。

邯郸创意摄影
艺术作品展在株洲展出

让稻田“绿色过冬”

衡东种植绿肥10万亩

把名医送到百姓家门口

宁乡建成多个“医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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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郁 吴广兰）“我家
告别住了近30年的老房子，搬进了新
房，刮风下雨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12月1日， 邵阳市北塔区陈家桥乡李
子塘村贫困户廖加生站在新房门口，
满脸喜悦。

今年是北塔区农村贫困户危房
改造攻坚年，全区上下一心、全力以
赴，危房改造跑出了“加速度”。至11
月底 ， 全区共投入危房改造资金
1692.19万元，改造376户贫困户住房

1.7万余平方米， 已竣工226户， 其中
127户已入住新房。 到年底，376户贫
困户将全部住上称心如意的“暖心
房”。

为推进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北
塔区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制定了
系列规章制度，明确任务、细化措施、
落实责任。 区财政先期拨付200万元
作为启动资金。同时，区里制定了行
动路线图、列出推进表，全面推行挂
图作战。实行“六统一”，即统一规划、
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筹措资金、

统一组织施工、统一验收，引导贫困
农户集中连片建房， 并分别设计了6
种户型供选择。 将危房改造划分为4
个标段， 确定4家有资质的施工企业
统一建设， 施工及工程验收由农户、
工地代表及监理方全程参与。

北塔区还建立了严格的危房改造
督查制度， 确保工作不走样、质
量有保障。今年8月，区住建局在
深入一线督查时，发现陈家桥乡
柑子塘村4户危房改造户把房屋
选址在公路红线范围内，明显违

背选址原则，迅速与户主沟通，重新勘
察、重新选址。陈家桥乡陈家桥村贫困
户李丁有全程见证了该乡危房改造15
户联建点建设过程， 他感慨地说：“房
子基础稳、墙体直、结构牢、采光好，质
量非常好，这个月我就能住进去，肯定
会住得安心、舒心。”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张湘
河 通讯员 吴红艳）12月5日中午，花
垣县双龙镇金龙村村民龙兴刚一边
忙着招呼游客，一边高兴地向记者介
绍：“村班子学习了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发展
乡村游更有劲头了。进村的游客一拨
接一拨，我办的农家乐每天有三四桌
客。”

金龙村是一个纯苗族村寨。村党
支部结合村支两委换届， 将经济能

人、致富能手、服务强人选进班子，带
领村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年均接待
游客10余万人次，村民年人均纯收入
超过5000元。

去年来，花垣县以并村改革和村
支两委换届为契机， 将全县217个村
党支部建设成为带领群众脱贫攻坚
的“火车头”。全县先后投入5600多万
元，新建、改建村级活动场所244栋，
并逐步把村级活动场所打造成为集
党务、政务、电商等于一体的综合性

服务中心。针对部分贫困村党组织软
弱涣散等问题，采取县级领导“一对
一”挂点、党政部门驻班子薄弱村、政
法部门驻矛盾突出村等办法，抓好集
中整顿，先后整顿了60个软弱涣散的
村级党组织，并向各贫困村、软弱涣
散村、移民村和旅游重点村党组织选
派第一书记。村级班子实行坐班服务
制、代访代办制等“六制”工作法，为
群众脱贫致富提供精细化服务。

同时，花垣县大幅提高村主干报

酬待遇，村工作经费、村党支部书记
报酬比3年前增长了近2倍。还为村主
干、农村党员购买意外伤害险和特定
疾病险，让他们吃下“定心丸”，促进
村主干村务工作由附带型向基本脱
产型转变。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全县已涌现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十八洞村党支部和全省优秀共产党
员、双龙镇金龙村党支部书记龙子彬
等一批先进典型。

北塔区危房改造跑出“加速度”
全区376户贫困户年底将全部住新房

花垣村班子成为脱贫“火车头”
涌现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优秀党员等一批典型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张脱冬)12月4日早晨，岳
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万朋举等陪
《潇湘晨报》记者，调查洞庭湖西侧湿
地和鸟类状况，因雾大、路障多，万朋
举不慎摔成重伤， 被急送华容县人民
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昨晚，省文明办
志工处获悉后， 特委托岳阳市和华容
县文明办负责人到医院慰问万朋举。

万朋举是华容县幸福乡渔民，其
妻多病，家境贫寒，但他常年坚持参加
江豚协会护豚、护鱼、护鸟志愿行动。今
年来，与协会志愿者范钦贵、付锦维、刘
青林等救护并放生鸟儿300余只。

万朋举负伤后，北京傅旻、李金伟，
内蒙古萨日娜，武汉李洪鹏等58人积极
奉献爱心。株洲义工“唐先华爱心群”、
湘阴青年众爱公益协会、华容心连心义
工联共60余人捐赠善款。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通讯员 张
正吾 郭宏亮 周颖异）“精准扶贫攻
坚中，我们把帮助妇女就业、创业作
为一项重要内容，常抓不懈。全县已
有1.6万多名妇女找到工作或自主创

业。”12月5日， 桃江县人社局局长徐
灿红说。

该县把帮助妇女就业、创业作为
精准扶贫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由县人
社、妇联、扶贫等部门开展“巾帼脱

贫”行动，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年龄
16至50岁的妇女免费提供职业技能
培训，并帮助推荐就业。同时，联系劳
动密集型企业，举办“春风送岗位”等
活动，帮助城镇失业妇女、农村贫困
妇女就地就近就业。并采取小额贷款
担保、干部一对一帮扶等措施，帮助
有能力的妇女创业。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肖嗣胜 夏程鹏

“太感谢那位网格员了，没有他
见义勇为，我包内的7000元钱就被抢
走了！”12月6日， 桂阳县的尹女士讲
起该县龙潭街道北关社区治安管理
网格员黄利国赤手空拳擒劫匪的事，
仍激动不已。

12月3日10时许， 尹女士挎着小
包， 来到县城蔡伦路附近购买彩票。
这时，旁边窜出一个男子，扯下她手
臂上的小包，撒腿往外跑。尹女士一
边追劫匪，一边喊：“抢劫啦，他抢我
包了！”路过这里的黄利国听到喊声，
立即朝劫匪逃窜方向追去。狡猾的劫
匪将包甩向路边，企图让黄利国放弃
追击。黄利国纵身一跃，将劫匪扑倒
在地， 在其他人帮助下将其制服。后
来民警检查发现，劫匪身上藏着一把
锋利的水果刀。

“我当时没考虑太多，只想把人
抓住，把包夺回来。”黄利国说。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12月上旬， 邵阳首
届“寻找最美纳税人、 最美收税
人”活动已进入统票阶段。据主办
方介绍，活动引发该市全民热议，
11月份短短半个月的投票期间，
投票平台访问总量为674万人次，
投票总数近6万。

“寻找最美纳税人、最美收税
人”活动由邵阳市委宣传部主办，
邵阳市国税局、 邵阳市地税局联
合承办。 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全
社会依法诚信纳税意识， 展示新
时代纳税人和税务干部风采，营
造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环境。

活动自今年4月底开始，得到
征纳双方和社会各界的热情回

应。通过组织推荐、个人推荐、自
荐和组委会推荐，共有40人（征、
纳各20人） 入围候选人名单。刘
勇， 邵东宏安中燃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 他得知自己成为候选人
后十分吃惊。 邵阳市国税局纳税
服务科科长马腾云说：“宏安中燃
能源确实不算大企业， 但企业从
成立以来， 主动向税务机关报缴
各种税款。 我们这次的推荐非常
严格，通过纳税申报率、准确率、
入库率等各种指标评定后确定最
终纳税人入围名单， 全是硬指
标。”

今年底， 通过公众投票和专
家评审，邵阳市将评选出“最美纳
税人”和“最美收税人”各10名。

多方慰问
环保志愿者万朋举

桃江1.6万名妇女实现就业创业

12月5日，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苗家妇女正飞针走线，绣制苗绣产品。苗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目前，该县苗绣产业年产值已突破亿元，苗绣产品远销日、美、德、法、澳等10多个国家。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龙艾青 摄影报道

“绣”出好日子

网格员徒手擒劫匪

首次将征纳双方同平台接受公众评选

邵阳寻找“最美纳（收）税人”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2月 6日

第 201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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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 1040 1189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078 173 359494

1 9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2月6日 第2016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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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5535235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4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007647
3 17515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64
71278

1321655
10783461

53
2967
55186
436742

3000
200
10
5

1309 24 25 3323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唐世日）“你拍一，我拍一，
诚实守信要牢记；你拍二，我拍二，清
正廉洁要自爱……”昨天，江华瑶族
自治县沱江镇中心学校，瑶歌阵阵。今
年，该县推动“廉洁校园歌谣”进学校，

将廉洁文化融入了德育教育。
今年初，该县通过向社会公开征

集等方式，收到全县各界创作、融入
瑶族文化特色的“廉洁校园歌谣”
200多首，经过精心挑选，把其中近
30首列为全县音乐课的授课曲目，在

全县各学校传唱。该县教育局纪检组
长李宏介绍：“这些歌曲朗朗上口，不
讲大道理，教育针对性强，推动廉洁
意识‘润物无声’融入学生的学习、生
活。” 该县大路口镇镇政府一位姓李
的干部告诉记者，“以前下乡喝酒是
常事，儿子学了‘廉洁校园歌谣’后，
主动监督我，我成功戒酒。”

江华“廉洁校园歌谣”润物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