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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144 0 5 4 7 1 8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6729270.9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334 3 5 5
排列 5 16334 3 5 5 5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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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王
晴 通讯员 刘银冰 王吉平）12月1
日下午4时20分左右， 岳阳市君山
区楼西小学10岁留守儿童曹清泉
放学后， 欢快地来到周洁老师开办
的“四点半课堂”，学习花篮手工制
作。他高兴地告诉记者：“这里好玩！
以前回家只能看电视。”

君山区就读小学的留守儿童及
单亲家庭孩子有3000多名。小学放

学一般在下午4时10分左右。 为了
让学生们在放学后有一个有益的活
动场所， 君山区乡村少年宫联合区
文化馆，开展“四点半课堂”志愿服
务活动， 组织素质较高的文化志愿
者及少年宫专业老师等， 辅导孩子
做功课，并穿插音乐、美术、舞蹈、书
法、心理教育等活动，所有这些活动
完全免费。 君山区“四点半课堂”除
了在乡村少年宫， 还在村级活动中

心、社区居委会等处开设，为孩子们
创设了一个快乐、自由的课余天堂。

“四点半课堂”给孩子们的成长
不仅是艺术上的，也是心灵上的。特
别是一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和留守儿
童， 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造成他们
性格孤僻。但现在，他们好多都变得
活泼开朗也自信了。 留守儿童余思
琪，父母常年在外务工，缺少家庭关
爱和温暖，平时沉默少语。在“四点

半课堂”， 思琪特别喜欢和开心，变
得十分活跃了。

自今年3月以来，君山区“四点
半课堂”志愿服务活动实现常态化，
使3000余名单亲家庭孩子和留守
儿童收获了快乐和知识。目前，已有
近800名爱心志愿者免费为学生提
供文化艺术服务培训和功课辅导
1000余次，收获社会及留守儿童家
长点赞5000多条。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李苗）记者今天从湖南农业大
学获悉，在11月30日闭幕的第十三届
明斯克国际青年及学生戏剧节上，该
校师生创作和表演的戏剧作品《银河
铁道之夜》获得“评委会特别奖”。这是
中国团队在该戏剧节上首次获奖。

明斯克国际青年及学生戏剧节由
国际大学戏剧协会、白俄罗斯国立大
学共同举办，是东欧地区规模最大的
青年戏剧节。本次戏剧节共有来自11
个国家的23部剧目进行演出。

湖南农业大学的戏剧作品《银河
铁道之夜》，由该校商学院教师常徕编
剧、导演，理学院教师邹亚担任制片
人，虹剧社及商学院学生创业团队“火
苗戏剧团队”共同演出。11月28日，该
作品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国家文化宫剧
院进行演出时，获得观众好评。 明斯
克国际青年及学生戏剧节艺术总监、
国际大学戏剧协会副主席卡特西亚丽
娜女士对该作品予以高度评价。据悉，
这也是湖南农业大学的戏剧作品第二
次获得国际级奖项。

君山区“四点半课堂”获赞
3000余名单亲家庭孩子、留守儿童有了快乐的课余天堂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段
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杨峰）入冬以
来， 新化县奉家镇并村不久的渠江
源村群众正在抓住农闲整修茶园。
新的党支部通过“两学一做”活动，
决定以渠江源成为国家“最美茶园”
为契机， 今冬扩建茶园1000亩，使
茶园面积增加到1.2万亩，打造万亩
茶产业基地，作为全村2000余农民

的“绿色银行”，成为脱贫致富的新
引擎。

渠江源村由大桥村和川坳村
合并而成。大桥村的“渠江源茶文
化主题公园”已经成为新化县的一
个重点旅游景区，当地农民办起了
农家乐，实现了产业转型。大桥村
和川坳村相连的万余亩土地，可连
片开发茶园，打造茶产业品牌助农

增收。村民都希望合并两村，抱团
谋发展。奉家镇党委、政府顺从民
意，将两村合并，定名为“渠江源
村”。

渠江源村的蒙眼冲，地理位置
独特，北风不入，一年四季雾多。这
里所产的云雾茶，从北宋开始一直
是贡品茶，茶质特别好。好茶加上
好山水，蒙眼冲在国家旅游扶贫活

动中，被奉家镇政府打造成“渠江
源茶文化主题公园”景区。日前，在
四川省雅安市召开的“2016中国茶
乡旅游发展研讨会”上，新化县奉
家镇渠江源茶园被中国农业国际
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委员会、中国合
作经济学会旅游合作专业委员会
联合授予“2016年度全国三十座最
美茶园”。

新化冬季大战“最美茶园”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侯理实 黄征宇）“自从县地税
局对口负责我们村的扶贫工作后，村
里一天天变好，乡亲们看在眼里，喜在
心里，真心感谢他们。”日前，记者到宜
章县瑶岗仙镇陈家塘村采访， 村支书
欧阳青茂动情地说。

陈家塘村是宜章县扶贫重点

村，原有贫困户90户共369人，占全
村总人口34.6%。2014年， 根据县里
统一部署， 县地税局负责该村对口
帮扶工作。为帮助村民尽快脱贫，该
局选派扶贫队驻村帮扶。两年多来，
该局把陈家塘村当作自己的“二级
机构”，把贫困村民当作自己的“编
外职工”，真扶贫、扶真贫，先后帮助

村里修筑了1.2公里通组公路， 维修
了2500米水渠， 新建了1000余米山
泉水引水管道， 生产生活条件大幅
改善。

同时， 宜章县地税局扶贫工作
队根据陈家塘村实际情况， 制定具
体扶贫规划。 引导村民在种养等特
色农业上做文章，先后种植烤烟、优
质水稻及苗木240亩， 养殖香猪200
多头。目前，村里原有贫困人口中，已
有353人脱贫，脱贫率达95.6%。

宜章地税真扶贫、扶真贫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家权）“太好了， 早上
能吃上热腾腾的免费米粉！”11月30
日7时30分， 在新晃侗族自治县县城
晃山路一家牛肉粉馆里， 环卫工人张
学辉一边吃粉， 一边对同桌吃早餐的
县委副书记毛运鸿说。当天，县城龙溪
口桥头、砂州路、教师新村、柏树林的
定点餐馆里， 在附近工作的环卫工人
也吃上了免费早餐。

据悉， 新晃县城一线环卫工人有
130余人，轮流负责21个路段5万余米
街道和公路的清扫保洁工作， 每天凌
晨4时30分上班。 大部分环卫工人家
庭比较困难， 相当一部分人为了节省

开支和完成工作任务不吃早餐， 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身体健康。

今年，新晃实施“大关爱”机制，
考虑到环卫工人大部分年龄偏大，多
是临聘人员，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
决定把他们纳入“大关爱”范围。县财
政每年拨款近20万元， 从11月30日
起，按每餐8元的标准，给环卫工人提
供免费早餐。县总工会、县住建局等
单位组织实施， 在县城选定了5家餐
馆为免费早餐供应点。早餐可以是米
粉、面条、稀饭、包子馒头、鸡蛋等，同
时要求餐馆做好服务， 准备冷热水，
让环卫工人有水喝， 能进店避雨、纳
凉等。

湖南农大戏剧作品《银河铁道之夜》
获国际大奖

新晃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先
志）12月4日， 永州市天网行动重点追逃对象———
已担任广州一家医药公司销售代表、化名“陈勇”
的农业银行蓝山县支行城关营业所原出纳成志
勇，潜逃12年后，在广州市海珠区被抓获。至此，该
市追逃的经济犯罪9名重点嫌犯全部落网。

今年4月，全国“天网2016”行动启动后，永州
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加大督
办力度，实行“半月一调度，一月一总结”。同时，相
关办案单位开展大量的技术对比和信息分析，成
功确定该市追逃的经济犯罪9名重点嫌犯的潜逃
位置，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成功实施了抓捕。

永州经济犯罪重点嫌犯全部落网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蒋睿 张弛）
今天，湘乡市公安局发布消息：该局历
经半年时间，转战广东、辽宁等地，成
功破获公安部督办的毒品目标案件。
湘乡警方抓获涉案人员23人，缴获毒
品冰毒5360.8克、麻古2208粒，总计缴
毒5582克，扣押作案车辆一台。据了
解， 该案是湘乡市公安局破获的最大

贩卖毒品犯罪案件。
2015年12月23日，湘乡市公安局

在棋梓派出所侦办的一起贩毒案中梳
理出跨区域贩毒线索，以刘某、李某、
肖某等为首的贩毒团伙浮出水面。该
局抽调专案民警30余人组成专案组。
2016年4月25日， 该案被公安部列为
毒品目标案件督办。 专案组通过调查

摸排、循线追踪、视频侦查等措施，全
面掌握了该案组织结构、 人员信息、
进货渠道和销售网络等情况。

今年5月3日， 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
某、李某某在广州出现，专案组指挥部决
定收网。5月4日，专案组兵分四路分别在
衡阳、娄底市娄星区、双峰县梓门桥镇及
湘乡市棋梓镇4地多点同时收网，共抓获
涉案人员23人,其中依法逮捕12人。目前，
该案已由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向湘潭市人
民中级法院提起诉讼。

湘乡破获公安部督办毒品目标案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夏艳辉 肖萍） 记者今天
从益阳市公安局赫山区分局获悉，今
年来，赫山警方连续破获多起公安部、
省公安厅督办的毒品目标大案， 共抓
获涉毒犯罪嫌疑人50余名，缴获毒品
冰毒11千克、 海洛因12.2千克、 麻古
2.34万余粒。

今年来，赫山警方突出加大重大
毒品案件打击力度，加强集中整治排
查，综合运用侦查谋略和技巧，积极
开展多警种协同作战，先后破获多起
有影响的重特大毒品犯罪案件。6月，
破获了公安部 2016-346毒品目标
案，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18名，缴获
冰毒8.5千克，麻古2.34万余粒，成功

摧毁一个团伙成员众多、毒品交易量
巨大、 跨湘粤两省的贩毒团伙。8月，
破获公安部 2016-668号毒品目标
案，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14名，缴获
海洛因12.2千克，收缴毒资15.4万元，
成功摧毁了一个跨湘桂两省区的特
大贩毒团伙。9月，破获省公安厅督办
2016-902毒品目标案， 抓获涉毒犯
罪嫌疑人18名，收缴冰毒2.5千克，掐
断了一条由广东至益阳的贩卖毒品
线路。

赫山区连破多起督办毒品大案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何炳文 何文华）“上半年公司
流动资金困难，前不久县里通过分
贷统还注入了300万元，帮助我们渡
过了难关！” 12月5日，安仁奎源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阳元利高兴
地向记者介绍，县里有这么好的帮
扶政策，他的企业一定会越来越红
火。

为鼓励群众创业，今年以来，安仁
县创新金融扶贫机制，积极探索小额
贷款分贷统还模式，为返乡创业的农
民工提供小额担保贷款，解决他们因
资金短缺而面临的创业难题。仅此一

项就扶持近400人创业，发放创业贷
款资金达2600多万元，创业成功率达
98%。

此外，安仁县还在税费、用地、流
通等方面出台了10多项优惠政策，涵
盖了劳务对接、技能培训、小额担保贷
款等方面，形成政策组合拳，鼓励群众
自主创业。

据介绍，到目前为止，安仁县今年
新增各类经营主体1600多个，其中农
业类的经营主体增加了200余个，入
园企业增加了20多个，新培训的6000
多名电子工、缝纫工、制鞋工，全部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

安仁政策组合拳促创业带就业

12月6日，衡阳市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税务人员在了解
全自动横剪400线生产线的
生产情况。当天，衡阳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地税局开展
“下企业、送政策、优服务、促
发展”主题实践活动，有针对
性地支持企业发展。在该局的
帮助下，衡阳市真空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上马了一条全自动
横剪400线生产线，改变了过
去靠手工剪切的生产方式，提
高了精密度，实现了生产的提
速降耗。

曹正平 谭懿 摄影报道

上门服务
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