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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光 滕珊珊）3月8日傍晚，麻阳苗族
自治县县城锦江河上，河水泛起波光，近100
只白鹭掠过水面，飞到河边的竹林里。河堤上
散步的人们看见这一如诗如画的美景， 纷纷
拿出手机拍照。“白鹭群出现在县城中心地
带，真难得！”当地居民滕树明惊叹。

麻阳是我国首批“长寿之乡”。县城背靠
文名山，并有锦江河、尧里河两条河流交汇流
过。近年来，该县以实施“两河一山”环境质量
提升工程为重要切入点， 大力推进绿色生态
县城建设。如今，河水清清、河岸青青，引来群
鸟栖息，成为县城一景。

对锦江河、尧里河两河流域，麻阳实施综
合整治，修筑防洪堤，堤上铺草皮、植绿树，建
设沿河风光带。还新建、改造尧里河一桥、二
桥廊桥与御龙湾大桥等，形成一堤一景，水绕
城流，城在水中。同时，推进街巷、社区、单位、
道路绿化， 成功创建了17个怀化市级绿色单
位。依托长寿产业园区建设，引进湖南伟兴鑫
鑫光电、怀化锦江农汇等企业，发展长寿食品
加工等绿色产业以及生物医药、 微电子信息
等新兴产业。 狠抓环境治理与违规建设项目
整治，先后对23家企业下达污染整改通知书，
并停产2家、立案查处5家。

麻阳还先后投资3000多万元， 建设以省

级森林公园文名山森林公园为主体的城市
“后花园”，新增绿化617公顷。登山远眺，满目
青翠，居民结伴散步、跑步、骑行，乐在其中。

目前， 麻阳城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36.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45平方米。去年，县
城空气质量达标率达99.7%，地表水质达标率
达100%。麻阳先后获评中国“最美养生栖居
地”、湖南“最受欢迎养生基地”等。

�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徐德荣 成俊峰
夏建军）3月8日，记者乘船行驶在衡山县萱洲
国家湿地公园大源江上， 不时有鱼儿跳出水
面。“你看这江水多清澈， 真是大变样了。”生
活在萱洲镇多年的成章生告诉记者，一年前，
大源江水面还遍布水葫芦，江水黏稠泛黑。

萱洲国家湿地公园是湘江流域重要生态
廊道，位于鸟类迁徙通道上。以前，垃圾随意
丢弃，污水乱排，还有人电鱼、打鸟，公园里各
种水鸟几乎绝迹。“必须保护好湿地， 制止人
为破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衡山县委

书记尹培国介绍，去年，该县提出建设“生态
衡山”战略目标，设立萱洲国家湿地公园管理
处以及永和、萱洲两个保护管理站，重点保护
大源江、 龙荫港、 黄泥港等湘江一级支流流
域。县林业、农业、水利、畜牧水产等部门协调
配合，加强监测与管理执法。县人大常委会还
启动审议萱洲国家湿地公园保护管理办法，
推动湿地保护走上法制之路。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源江两岸均设置了保
护线，并竖立界碑、界桩，两艘巡护船在江面航
行。萱洲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负责人介绍，目前

湿地保护管理工作已形成制度化、常态化。去年
来，共查处非法电鱼、网鱼12起，非法猎鸟5起，
制止采砂、取土3起；还投入近100万元，清理水
面各类漂浮垃圾和水葫芦1000余吨，恢复有效
湿地550余亩。同时，开展爱鸟周、摄影竞赛、湿
地采风等系列活动，增强群众环保意识。

经一年综合整治， 萱洲湿地生态环境得
到根本性改善，水质优良、植被丰厚。苦草、马
来眼子菜、 轮叶黑藻等一些多年不见的水草
陆续“浮出水面”，鱼类繁殖旺盛。中华秋沙
鸭、白琵鹭等珍稀鸟类也陆续被监测发现。

�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周俊 刘芾 彭伟
谭新吾）3月13日，在娄底市娄星区长青街
道扶青社区、 杉山镇杉山村党总支换届选
举大会上，产生了新一届党总支班子成员。
娄底市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工作由此拉开
帷幕。

娄底市有1837个村、258个社区。为搞
好这次村级换届，该市围绕“提出好思路、
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换出好风气”目
标。集中时间、力量，对所有村（社区）进行
财务清理审计，并组织党员和村（居）民代
表进行民主评议和测评； 通过走访现任班
子、老干部、党员、群众，及时了解村干部履
职情况、村级组织运行情况、集体经济发展

情况与群众诉求等； 抓好业务培训， 编印
“口袋书”，确保换届“步骤一步不少，程序
一个不漏、标准一丝不降”。

同时，娄底市着力抓好风气监督，派出
6个工作指导组和7个风气监督组进行全
方位督导。在省委“9不选”基础上，明确候
选人不得有非法集资、拖欠资金、扰乱社会
治安、妨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等行为；对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人选，由县（市、区）委组
织部进行全面审核和考察， 最终人选报县
（市、区）委常委会研究确定。还将“微信红
包”等现代支付方式明确列入“严禁”范围。

娄底市将在4月中旬前完成村（社区）党
组织换届，6月中旬前完成村（居）委会换届。

郴州：公路建设成绩斐然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通讯员 欧阳朔 段飞鹏 记者

李秉钧)近日，郴州市召开公路工作会议，决定全市今年建
设干线公路项目25个共532公里，完成投资14.94亿元。去
年郴州市完成公路建设投资19.04亿元， 为年度计划的
104.5%，干线公路建设继续保持全省第一。今年建设的干线
公路包括新开工的汝城三江口至热水、资兴兴宁至芋头坪、
苏仙白露塘至大奎上等项目， 要完工的项目包括嘉禾塘村
至龙潭、安仁县城至火车站、宜章五岭坳至桃李湾等。同时，
将完成农村公路建设1300.13公里，总投资8.49亿元。

涟源:管好农资助春耕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周俊 肖星群 毛建平）3月9日，

涟源市农业局执法大队接到举报， 七星街镇一农资服务
中心销售未经农业部门审定的玉米种子。 执法人员立即
赶赴现场，查获玉米种子30公斤。2月中旬以来，该市开展
农资执法检查， 对城区农资批发商和乡镇经销门店进行
全面检查，杜绝假冒伪劣农资进入市场。目前，共检查农
资门店126个，抽样检测水稻等种子样品43个、农药样品
103个、肥料65批次710吨。

江永:全面开展“村账”盘查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我们马上把审计结果在村务公开栏上张榜公布，接受群
众监督。”3月10日， 江永县桃川镇纪委书记蒋志全带队，
对建安亭村盘查“村账”后表示。近段时间，江永县纪委组
织对全县9个乡镇112个村的集体财务收支管理情况进行
全面盘查清理，对村“两委”成员进行离任审计。清理核查
对问题不遮不掩，当场形成《反馈意见书》。截至目前，全
县已审结83个村，共审计查出问题线索13个。

宁远:网“晒”作风促整改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骆力军）

日前，宁远县委作风办下发通报，对一名违反作风建设规
定的干部进行批评，并在宁远廉政网上公布。近年来，宁
远县把干部作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通过建章立制，坚决
纠正“四风”问题，重点治理迟到早退、随意离岗、上班时
间上网聊天玩游戏、公款消费超标准、公车私用等问题，
按《宁远县“十个一律处理”实施意见》等有关规定，发现
一起，处理一起。今年来，该县作风办下发通报24期，点名
道姓通报84人，其中副科级以上干部64人，均上网公布。

提升“两河一山”环境 推进生态县城建设

麻阳重绿白鹭入画来

江水清清凭鱼跃 珍稀鸟类也来栖

衡山萱洲湿地大变样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黄溯源 郭泽华

3月11日， 辰溪县安坪镇第二届油菜
花文化旅游节在王家洲村举行， 来自县内
外的4000多名游客赏安坪特有的炸龙、阳
戏，品农家社饭，徜徉于油菜花海看美景，
度过了欢乐的一天。

掐龙舟、炸龙等传统民俗为湘西独有，
桂山寺、太阳庙、苏杨庙等遗迹历史悠久，
王家洲自然风光独特……走过彩色的浮
桥，来到四面环水的王家洲上。迈步向前，
紫色的草籽花星罗密布， 草地的边缘，
1000余亩油菜花海便迎面而来。来自怀化
的游客杨丽云拿着相机猛拍。

鼓锣响起，威武的“雄狮”来了，逐级登
上四层高的方桌顶， 做着惟妙惟肖的各种
动作，引得游客直叫好。而在油菜花海中，
一条巨龙若隐若现，向着“雄狮”奔来，转眼
间到了草地上。一群穿红色传统服装、头扎
红毛巾的壮汉，嘶喊挥舞，轮番上场，舞龙
人随着龙头的动作，扭、挥、仰、俯、跑、跳，
热热闹闹，生气勃勃。

“这盐萝卜口味特别，再来3块。”在小吃
摊前，吉首游客李杰开心地品尝当地特色小
吃。许多村民抓住这难得的商机，将农家社
饭、盐萝卜等特色美食摆上了洲，让游客大
饱口福。村民钟世军带来的300个低矮柚不
到2小时销售一空。 他高兴地说：“搞观光旅
游好，农产品在家门口就能变成现钱了。”

新闻集装

千树樱花免费赏
3月13日，长沙市岳麓区晚安家居文化园，市民冒雨欣

赏樱花。该园占地200余亩，种植有千余株樱花。目前，樱花
盛开，免费对市民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娄底启动村级党组织换届

�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甘治国 李龙 ）“我决不会辜负大
家的信任，将恪尽职守，廉洁自律……”今
天，岳阳县中洲乡巴陵村新当选的村党总
支书记周新国面对全村党员发表履新承
诺。据悉，该村是新一轮并村后，岳阳市首
个完成村级党组织换届的村。岳阳市委常
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马娜与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万岳斌、副市长黎作凤等，到现场
指导。

岳阳县把抓好村支两委换届作为今
年“三大会战”的第一战役，由县委书记担
任换届领导小组组长， 县级领导分赴各乡
镇担任换届选举指导督导和风气监督组

组长。县委和各乡镇党委制定了换届工作
进度表，实行“挂图作战”。县委组织部选
拔138名民情指导员到各村（社区）开展
指导工作， 统一制订了村级党组织换届
“全程记实手册”， 并在巴陵村开展村级
党组织换届试点。 各乡镇党委负责人深
入村干部和党员群众家中， 就换届前期
问题进行排查。

这次巴陵村党组织班子顺利产生，为
岳阳县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开好了局。目
前，全县192个村（社区）已有151个完成财
务清理、74个顺利产生候选人预备人选，
全县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工作有望在3月
底前全面完成。

岳阳县精心打好“第一战役”
首个村级党组织换届完成

�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田如瑞）“油菜田里、 桃花地上，骑
在‘水牛’背上赏花，真是太有趣了。”3月
13日，从广州来到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
瑶村的李先生， 看到花海里游人骑在“水
牛”背上拍照留影，兴奋不已。

勾蓝瑶村是瑶族聚居村， 也是省级
扶贫村。去年，省民政厅派人驻村开展精
准扶贫， 引导村民利用村里保存完好的
明清古民居和独特民俗，发展“春赏花，
夏观莲，秋尝果，冬看戏”的乡村旅游。邀
请北京旅游专家， 设计建起了富有民族
特色的瑶寨城墙门、将军庙、风雨桥、大
水车等人文景观。村里还开发了200亩油

菜、100亩桃花、400亩夏橙与蜜橘、300
亩脆梨。在田间地头，用钢筋加稻草扎成
30头雄壮的大“水牛”，任游人骑在其背
上赏花拍照。

大瑶山里气温低，勾蓝瑶村油菜花、桃
花、梨花等比外面迟开半个多月。3月中旬，
这里油菜花等陆续开放， 景色壮观。“每天
都有好多人来骑‘牛’看花。”村支书欧阳明
俊介绍，骑“牛”看花经微信朋友圈传开后，
前来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 由村里贫困户
共同创办的“勾蓝瑶”农家乐，生意也红红
火火。村旅游公司欧阳慧英说，今年来，他
们已接待游客1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同比
增加了3成。

江永勾蓝瑶村：骑着“水牛”赏春花

辰溪王家洲村：
看花海赏民俗品社饭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065 5 5 2
排列 5 17065 5 5 2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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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028 06 18 22 23 33 09+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0
下期奖池：3490596212.93（元）

10000000 30000000

00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553869
0 1707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56
834
7294

4
19
186

1734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5019
84928

368
193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3月13日 第2017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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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8 12 17 23 27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3月 13日

第 2017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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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 1040 599040

组选三 740 346 256040
组选六 0 173 0

5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