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通讯员 何文
记者 郭云飞）“漫画中第二组图，说的不
就是李某某吗？”3月23日，益阳市资阳区
张家塞乡金山村村民服务中心门口，村
级换届纪律漫画宣传海报一贴出， 引来
村民围观与议论。

资阳区村级换届即将全面启动，这是
该区村、社区首次同步换届，情况复杂，任

务艰巨。 为了让干部群众快捷、直观了解
换届纪律要求，区纪委想出新招：“漫画释
纪”。 他们对中央、省、益阳市及区里关于
村级换届的工作纪律进行梳理，把一条条
政策、纪律，如不准通过请吃及赠送现金、
香烟、微信红包、有价证券、礼品等，以及
采取口头承诺选举后请客或给予某种利
益等形式搞拉票、贿选活动等，“变”为一

幅幅生动活泼的漫画。 共绘漫画36幅，用
身边的案例进行警示教育。

据了解， 目前资阳区已在118个村
(社区) 张贴村级换届纪律漫画宣传海报
1274幅，并正在将9000本换届纪律宣传
画册、2.1万本换届纪律手册发放到干部
群众手中，确保换届纪律人人皆知、入心
入脑。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超 陶杰 唐兰荣）擂响激扬鼓
点、吹起奋进号角，演员们舞动刀枪再现
湘军水师的风采……今天，在舞蹈《战鼓
出征》中，2017中国衡阳乡村生态旅游节
暨珠晖“四美”茶山旅游文化节在衡阳市
珠晖区茶山坳镇金甲古镇拉开帷幕。

据衡阳市旅游外侨民宗局局长向前

介绍，这次节会为期6天，将紧紧围绕“五
新衡阳、四美珠晖”这一主题，举办诗词
楹联书画摄影展、创新美食烹饪大赛、名
优土特产展销会、金甲越野赛、自行车特
技表演、 象棋特级大师车轮战表演赛、
“快闪”以及“飞阅茶山”、金甲梨园小吃、
旅游线路考察等一系列活动。

这次节会还将在湘军水师屯兵操练之

地茶山坳镇金甲古镇，推出衡阳市首台大型
山水实景演出。并根据金甲古镇萝卜、梅花、
桃花、葡萄、唆螺、梨子、辣椒等7种特色农产
品， 发布衡阳市首个乡村旅游节会吉祥物
“金甲七宝”；以茶山坳镇已建成的生态农业
基地、风情小镇、农游小镇等项目为主，创建
衡阳市首个乡村旅游特色样板镇；推出衡阳
市城区首支区歌《有个地方都说美》。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张慧 )3月23日， 记者从张家界
2017年夏秋航班航线推介会获悉， 荷花
国际机场今年将开通7条航线，后续计划
开通6条航线，助力旅游发展。

2014年以来， 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
旅客吞吐量以每年近30万人次的增幅攀

升，2016年达到170万人次，其中境外旅客
吞吐量达到29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今年夏
秋新开7条航线分别是哈尔滨-石家庄-张
家界、大连-南京-张家界、天津-张家界-
绵阳、张家界-南通、张家界-常州、张家界
-吉隆坡、张家界-高雄。后续计划开通6条
航线分别是贵阳-张家界-济南、武汉-张

家界-海口、张家界-宁波、张家界-扬州、
张家界-珠海、张家界-槟城。

目前， 该机场正在大力推进打造张
家界至长沙空中快线，以“打造一流的国
际机场， 努力建成武陵山片区航空交通
枢纽机场和旅游干线机场”为目标，力争
今年旅客吞吐量达到200万人次。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杨卫星 朱正
熙）近日，涟源市作为全省首批第一站，
接受了省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
组抽查，得到抽查组肯定。

近年来，涟源市把粮食安全作为“一
把手” 工程来抓， 促进粮食生产提质增
效。该市严格保护耕地，落实耕地占补平

衡。 去年投资600余万元，推进娄邵盆地
基本农田建设重大工程项目和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并加大抛荒整治力度，有效
遏制耕地全年性抛荒现象； 普及水稻关
键增产技术， 建设粮食绿色高产高效示
范片50个、 双季稻万亩精品示范点4个、
超级稻万亩精品示范点1个、万亩玉米精

品示范点3个，发展家庭农场159户、种粮
专业合作社82个、 粮食专业化服务组织
24个。 同时，实施湘米产业工程，大力推
广玉针香、 湘晚籼17号等高档优质稻品
种；扎实推进农村水利建设，去年新增、
恢复灌溉面积1.49万亩， 改善灌溉面积
2.72万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3.85万亩。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
市州新闻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2017年3月24日 星期五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09

!"
#$

!"#$%&'()*+,-./! 01(+,-.
/!23(+,-./!45(+,-./67"89:;
<6 !" =>?@ABCDEFGH-./I%JK"LM
NOPQ"RST!UV#

WXYDEZ #"$% [ & \ '( <

!!""#$#!"#$ % # &
!% '(!)*+,-./
0123456 $ 789
:;< :=> & ?&< @

A<BCDEFGHIJK<LMNO
'($ P<

!QR+FSF!"($% %& '
'TUVWXYZ[\]^
_`abcdefg:;h
:=> ('i<jkOlmOn

oOpqrstuEFv5wxyOz{
|}FL (""P<

!!~�FSF!"($ % ) & )
'�!)�����,��
������������
����:;s:=> &is

jk�l�Op�F���s L��O�
�O��� ¡�¢£MNs

!!¤¥F SF!"(! % ! &
(' '�!)¦§�¨*©
ª«¬g®:;s :=>
* ¯s t°�EF GHIJ

K�±²8�³´�µ¶·¸s ¹ºj
»Zs

!¼½F$F!+($ % $ & !%
'¼�)¾¿Y¾¿�À
Á] ($ Â:;h := ! Ã
&h ÄÅÆÇÈÉ¡ÉÊh

!QRËÈ SÈ!"($% %&
,'TU)Ì1Í�ÎÏ3
�®:;h :=> ) ih
ÐÑk�Ò��no�pqrÈ
tuEÈv5wÓÔÕÖh
!Q×ØÈSÈ!"($ % ) &
!"'TU)Ù�Úm-Û
��:;h :=> (& ih
ÐÑk�lm�ÜÝ�no�

pqrÈtuEÈv5wÞißàáâ
ãOÀ£ÖWäs

!QåæÈ SÈ!"($ % ((
& % 'TUç`�èéê
ëì:;s:=> &is j
kOlmOÜíOp�ÈtA

EÈv5îïðñòOóôpõ·¸È
WäO_ö´÷øùs

!úû½È$È!"() % ! &
() 'úü)Í�ÎÏ3
®:;s:=> ( ¯sýþ
EÿO!"#É$s
!!%&È$È!"('% ("&
!$ '�!)'(�®:
;s:=> !istAEÈG
HIJKs ý¢£MN

!!~)ÈSÈ!"($ % $ &
($ '�!)Z*�ÎÏ3
®:;s :=> $is t
AEÈn+�OWäOz,-
./01s ýMN23s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雨过放晴，春光明媚。3月22日下午，
怀化市委副书记、 市长赵应云率市政府
办、扶贫办、财政局等部门负责人和鹤城
区的党政领导， 来到湖南日报社扶贫联
系点———鹤城区凉亭坳乡枫木潭村，调
研指导精准脱贫和驻村帮扶工作。

小山坡上，一块块光伏板在阳光照耀
下闪着银光。这一光伏发电基地是湖南日
报社驻村扶贫工作队帮扶的产业项目，由
中国500强企业新华联集团旗下的山东新
华联智能光伏有限公司承建，目前已进入
试运行阶段。“年发电和年收益是多少？受
益对象是谁？ ”赵应云问。“年发电量12万
多千瓦时，年收益可达12万元。 年收益一
半给村集体用于公益事业，一半给村里15
户老、弱、病、残、孤贫困户作兜底扶贫。 ”
湖南日报社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刘金星

回答。 赵应云算了一下说，每户可得4000
元，这个办法好，村集体有了收入，特困户
能够兜底，产业帮扶帮到了点上、根上。

走下山坡，举目望去，田野上50亩枣
树林迎风吐绿。刘金星告诉赵应云，这片
脆枣基地是扶贫工作队从祁东引进的，
进入丰产期后，可年创收益20万元。由村
集体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统一经营，将
收益的50%给贫困户，其余归村集体，可
帮助全村68户205名扶贫对象人均年增
收500元。 看着长着绿芽的枣树，赵应云
喜上眉梢， 同村干部和扶贫队员细算账
后说，在示范的基础上，要扩大规模，打
造品牌，拓展市场，争取效益最大化。

在枫木潭村部旁， 一栋崭新的易地
扶贫安置楼矗立在青山脚下， 这里住着
十几户人家。 赵应云径直走进贫困户杨
光军家，杨光军去浙江打工去了，赵应云
向其母莫朝凤详细了解她家从山里搬出

来后的收入情况， 叮嘱乡村干部和驻村
扶贫队员，要关心搬迁户后续发展问题，
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

贫困村里算细账， 下好精准这盘棋。
赵应云一路走一路看，算细账、出点子。 在
听取扶贫工作队介绍扶持贫困户发展养
牛产业项目后说，发展产业既要解决当前
问题，又要着眼长远，探索建立稳定的产
业扶贫机制。养牛和种枣要精细计算投入
产出比， 要进行可行性分析和效益估算，
争取效益最大化，科学管理，控制成本，防
范风险。 同时，要算好生态账，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实
在、管用、务实的原则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

“扶贫工作队驻村后有什么变
化？”赵应云问村支书丁立胜。“路通
了，产业发展起来了，娃儿读书不愁
了，贫苦户看到希望了。 ”丁立胜回

答。得知湖南日报社十分注重教育扶贫，
对村里大学生和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建
立奖励机制时， 赵应云称赞这是一项功
在当代、利在未来的大好事。赵应云对湖
南日报社驻点扶贫工作表示非常满意，
认为枫木潭村乡亲很贫困、条件很艰苦，
扶贫工作队很努力、扶贫成效很明显。

在村里举行的座谈会上， 赵应云听
取了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枫木潭村的汇
报，对党建、产业发展、道路硬化、危房改
造、美丽乡村建设、脱贫后续跟进等方面
工作提出要求。 临近晚上7时，赵应云一
行才乘着夜色离开村里。

“创新引领在岳阳”鼓角齐鸣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亦恩）今

天上午，岳阳市召开科技创新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和市科协
第七次代表大会，传达贯彻全国、全省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安
排部署该市科技创新与科技普及工作， 表彰奖励2016年度
市级科技奖获奖单位和个人。

会上，苯酚-甲醇烷基化选择性制高品质邻甲酚工艺技术
开发与工业应用、乙酸异丙酯制备新工艺、防锈紧固锌钢型材
制备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等28项科技成果， 获评2016年度
岳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中石化巴陵石化分公司首席专家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梁红文，获评岳阳市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近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加强创新平台建设、科技领军
人才引进和人才团队培育，深入推进全民创新创业，涌现出
了一批重要科技成果，去年荣获14项国家和省级科技奖。

衡阳市人大落实“两个责任”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江勇 黄丽

萍）近日，在衡阳市人大系统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
上，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落实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责任分工的实施办法正式出台。 据悉， 该办法进一步明晰了

“两个责任”的具体内涵和责任边界，已下发至市人大各专门
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和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施行。

办法要求，建立人大常委会党组统一领导，各委室各负其
责， 纪检组督促协调， 机关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的工作机
制。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把落实党风廉洁建设主体责任作为机
关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政治任务，坚持“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党风廉洁建设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考
核和工作总体布局，与人大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
办法还细化了党风廉洁建设责任内容， 并将责任分解落实到
人，为推动“两个责任”落到实处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刚性约束。

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农表示，全市人大
系统将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抓铁有痕的精神，切实推进党风
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重构政治生态，重塑人大形象。

“健康扶贫”回访桑植贫困户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余蓉）3月21日，桑植县洪家

关乡回龙村村民葛菊珍家中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农
工党湖南省委、南湖医院集团的“健康扶贫”回访组，对受助
贫困家庭进行扶贫跟进走访。

葛菊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两个儿子读书，全家人的生
活来源全靠患有精神病的丈夫杨照华打零工， 家庭十分贫
困，是村里的重点扶贫对象。此次，回访组为她送去了慰问物
资，并对其家人患病的治疗和恢复、每年的治病费用、是否在
乡卫生院领取捐赠药品等情况进行了调研。

据了解，像葛菊珍这样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在洪
家关乡共有50余户。 去年12月11日，农工党湖南省委与南湖医
院集团向当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户捐赠价值100万元
的药品。此次，回访组将对全部定点帮扶家庭进行走访慰问，总
结健康扶贫落实情况，并在今后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郴州：公安“十六条”
服务园区发展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白培
生 通讯员 曾鸣）今天下午，郴州市公
安局举行新闻发布会， 出台了服务园
区产业发展十六条举措。“十六条”包
括消防管理、人口与出入境管理、经济
刑事案件侦查、交通管理、治安管理等
方面，涵盖面广、实用性强，与园区企
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格瑞普新能源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纪铁荣表示， 园区的
管理将更加规范， 企业也会更加安心
发展。

桃江：政协委员
捐建爱心食堂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通讯员 罗中
华 刘琼 记者 杨军）3月21日上午，政
协桃江县第九届委员会共青团界别委
员在桃花江镇桃谷山小学开展“心手相
牵 呵护成长”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桃谷
山小学现有169名学生， 其中留守儿童
有87名，占半数多。 学校无寄宿条件，没
有集体食堂。 委员们得知这一情况后，
积极协商解决该校就餐难题，16名政协
委员共同捐献爱心善款13900元，建起
了窗明几净的爱心食堂。

炎陵：“非遗课堂”
进校园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彭新平 谭明勇）“三月鹧鸪
满山游，四月江水到处流……”3月22日
上午，炎陵县中村瑶族乡龙渣学校音乐
教室里，传出动听的瑶歌。 原来，该县

“非遗课堂”正式开课。炎陵县是我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大县。 近年来，该县成立
非遗保护领导小组，深入挖掘、研究、传
承非遗文化。 目前，全县拥有各级非遗
保护项目158项、文物遗存200余处、文
物藏品1300多件。 其中“炎帝陵祭典”
列入了国家首批非遗保护名录。

江永：62名老支书
“退位让贤”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唐永军)“我年纪大了，
退出位子让给年轻有为的青年！ ”3月23
日，在江永县源口瑶族乡锦堂村支部换
届党员群众推荐会上，担任了20多年村
支书的毛新华主动“退位让贤”。像毛新
华一样，在村支“两委”换届过程中“退
位让贤”，受群众信任、当了20年以上的
老支书，江永县还有61人。 据不完全统
计， 今年全县共有300多名外出创业成
功年轻人回乡参选。

下一番“绣花”功夫
———怀化市政府领导枫木潭村调研记

新闻集装

资阳区“漫画释纪”别开生面

泸溪：以项目建设
推进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通讯员 向
民贵 胡大刚 邓文杰）3月21日，泸溪县
白辰公路指挥部负责人介绍，正采取措
施加快施工，确保白辰公路年内顺利通
车。 据了解，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今年
初，泸溪县委、县政府经精心筛选，确定
重点抓好白辰公路、 能浦干线公路、旅
游慢行系统、 浦市古镇开发等亿元工
程，推动当地全域旅游、乡村旅游扶贫
等。 全年计划实施重点建设项目66个，
总投资达40.6亿元。 至目前止，今年已
有29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开工率达
43.9%，共完成投资2.69亿元。

衡阳乡村生态旅游节开幕
将推出衡阳市首台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张家界新开7条夏秋航线
今年旅客吞吐量冲击200万人次

涟源多措并举扎牢“米袋子”

� � � � 3月23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大桥沿河堤景区，施工人员在忙着改造设施。 近年，该
县强化“全域旅游”“融合发展”的理念，对县内各景区建筑和相关配套设施进行整修、改
造，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刘强 摄

改造景区促发展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3月 23日

第 2017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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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 1040 1290640

组选三 520 346 179920
组选六 0 173 0

7 7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3月23日 第2017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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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1029842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2
二等奖 20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829933
5 13389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94
58117

1077797
6858874

25
2113
39800
264495

3000
200
10
5

1507 20 23 3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