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长沙
美德先行

“千人学习雷锋精神，精准扶贫
十八洞村”活动在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谢璐 通
讯员 易吉明 黄志英）“学习雷锋从我做
起，从每个人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做起！”昨天，长沙市“美丽长沙 美德先
行”主题实践暨“千人学习雷锋精神，精准
扶贫十八洞村”活动，在雷锋故乡望城区
举行，“中国好人”卢瑞雄带领千名志愿者
在活动现场，向广大市民发出了“学习雷
锋，争当好人，扶贫帮困”的倡议。

由省慈善总会、 共青团长沙市委、长
沙市文明办、湖南省三湘关爱妇女儿童志
愿者协会等单位发起和组织的这一大型
公益活动，得到长沙市民和自治州有关方
面的积极响应。活动现场，一些花垣县十
八洞村的村民带来了土蜂蜜、 土鸡蛋、湘
西腊肉、黑猪肉等当地土特产，这些天然
绿色食品很受志愿者和市民们青睐，很快
被爱心人士义买光。据悉，活动主办方还
确定从现在起，与十八洞村联手建立“精
准扶贫爱心联络站”， 持续开展帮助村民
义卖土特产品等活动，为贫困村民和志愿
者之间搭建起一座爱心供需桥梁。

湖南日报记者 周云武 李治

雷锋的话题，总在春天里提起。
其实，一年四季，社会各个角落，总

有雷锋的身影，尤其在雷锋的家乡长沙。

24年无怨无悔
今年3月的一个晚上，孤寡老人陈国

荣突发疾病， 倒在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
街道一条马路边， 街道“家长里短帮帮
团”志愿者罗双辉、张运良、王运香等人
见状， 立马围过去， 拨打电话叫来救护
车，又设法联系上老人的侄子。社区居委
会易主任还在医院守护到下半夜， 直到
其脱离危险。

讲这个春天里故事的是老党员范志
明， 他自己从1993年5月至今， 一直当义
工。以雷锋精神激励自己，24年无怨无悔。

2013年底， 范志明成为银盆岭街道
“家长里短帮帮团” 成员，2015年又参加

桐梓坡大板房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工
作，成为宣传征收政策、化解矛盾纠纷的
民情员。拆迁工作启动不久，刑满释放人
员张某与拆迁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
张某用手机拍下该工作人员的车牌号
码，扬言要杀了他全家。范志明得知，与
“帮帮团”志愿者张利纯等轮流上门做工
作，使张某打消了报复的念头，还第一批
签约、腾房。范志明协助化解拆迁矛盾纠
纷127起，推动了桐梓坡棚改。

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愁，有社
区平安和居民满意，范志明就感到值！在
他心里，学习雷锋精神，就要全心全意为
社区居民服务， 这种精神贯穿在一年四
季中。

让“春之声”成“四季歌”
从司法部门退休的银盆岭街道居民

张国良， 认为雷锋精神在我们这个民族
里，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所以，他常年

组织中小学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孩子
们通过诵读《论语》《弟子规》等经典，认识
到雷锋精神不是一时的， 而有亘古长青
的思想价值。

作为基层党组织，近年来，银盆岭街
道党工委紧紧围绕建设“服务型党组织”
的目标，充分发掘整合“五老”（老党员、老
教师等） 资源， 建立起以党员为骨干的
“家长里短帮帮团” 志愿者服务团队，为
群众提供政策宣传、 纠纷调解、 帮困解
难、未成年人教育等方面服务。街道搭起
平台，让雷锋精神不仅仅是“春之声”，而
成了“四季歌”。

从“小铲子”到“守护天使”
对张利纯来说， 雷锋精神就在她

随身携带的小铲子上。 她带领银盆岭
街道银太社区4名“帮帮团”志愿者，每
天晚上拿着小喇叭，一边巡逻，一边不
停播放“防火防盗”等提示。小铲子当

然不离身，走到哪里，哪里的“牛皮癣”小
广告就被铲掉了。

每晚巡逻喊话， 张利纯和热心的志
愿者坚持干了10年多，社区打架斗殴、偷
盗和安全事故基本绝迹。2015年桐梓坡
拆迁，桐梓坡小学并入滨江小学，校门口
交通压力增大。张利纯每天在上学、放学
高峰期，带领志愿者们在马路边守护，成
了孩子们的“守护天使”。

小团队释放大能量， 微力量促进大
发展。近年来，银盆岭街道“帮帮团”以无
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雷锋精神，帮扶500
余人，并帮助化解各类矛盾1000余起，调
解成功率达到95%以上。

永州市委常委会
定期“议廉”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陈卓韬）
“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形势不容乐观、 不容懈怠、 不容漠
视。”3月24日，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晖在
市委常委会议“议廉”会上表示。今年来，永州市建立市委
常委会议定期“议廉”制度，落实党委主体责任，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为促进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纪委落实
监督责任，永州市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对各级
党委（党组）实行目标化管理。从今年开始，永州市委常委
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专题“议廉”会，听取当前党风廉政
建设形势、上级党委和纪委重要工作安排部署、需要市委
研究解决的问题等情况汇报， 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进行
督促指导。

据了解，“议廉” 以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分析会的
方式进行，会议由市委书记主持，全体市委常委和市人大
常委会、市政协主要领导参加，相关职能部门列席会议。

“议廉”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向市委常委会作形势分
析报告，每个常委结合各自分管的工作，谈认识、提要求、
出点子，并就落实好“一岗双责”要求进行表态。市委书记
在综合常委会成员发言的基础上， 研究确定市委下一步
工作部署。通过“议廉”，市委常委会成员针对形势分析报
告涉及的各自分管范围内的问题， 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和
单位抓好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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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侨商江永行
签约54亿元
将重点投资旅游开发、生态食品等领域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唐善理 苏莉 通讯员
何坤 廖积军）3月25日至26日， 由省侨商联合会主办、江
永县委县政府承办的“湖南侨商江永行暨湖南省侨商联
合会2017年年会”在江永县举行，侨商企业与江永县签订
7个合作项目，签约金额达54亿元。

年会期间，180多名与会侨商考察了江永县特色
农副产品、旅游文化等项目。3月26日上午，在江永县
重点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上共签约7个项目， 总金额
达54亿元人民币。其中，中科建设湖南公司与永明集
团签订千家峒旅游PPP项目意向协议投资金额达50亿
元， 澳大利亚康派斯投资集团与永州祥瑞生物签订4
亿元的投资协议。省、市侨商会分别与江永县工业园
签订合作协议，湖南泰谷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与江永县
农委签订合作协议。

2016年， 省侨商会组织广大侨商赴全省各市州进行
商务考察，大力支持慈善公益和精准扶贫等工作，有效促
进了全省经济发展，省侨商会社会影响力得到不断提升。
2017年，省侨商会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侨商企业

“走出去”，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祁东脱贫获国开行
100亿元融资支持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昨天，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分行与祁东县政府就开展开发
性金融合作现场签约，国开行湖南分行拟于“十三五”期
间向祁东提供100亿元融资支持， 助推祁东加快脱贫攻
坚步伐。

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核心地带的祁东县， 是衡阳市唯
一的省级贫困县，贫困人口多、贫困区域广、贫困程度深，
脱贫任务很重。据祁东县政府负责人介绍，为加快脱贫攻
坚步伐，该县对“十三五”期间重点领域、重点项目进行筛
选，确定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县城“三改五
化”、重大民生、交通旅游等4大领域51个省市重点脱贫项
目， 与国家开发银行湖南分行开展战略性合作。 总投资
145亿元，计划融资100亿元，以帮助改善农村落后地区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全县教育均衡发展，提升群众基
本医疗保健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祁东县委书记杜登峰说， 开发性金融战略合作项目
的成功签约和启动，进一步促使祁东植优补短，优化县域
经济结构，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县域经济注入更
多活力和动力。

人工增殖放流 修复渔业资源

百万余尾鱼苗
游进沅水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舒冬霞 李春）3月24日上
午， 洪江市安江镇三岩湾码头一派热闹
景象，104万尾活蹦乱跳的鱼苗从渔政
人员及当地群众手中跃入清澈的沅水。
当天， 怀邵衡铁路沅水特大桥工程建设
生态补偿暨洪江市“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在此举行。

为减轻怀邵衡铁路工程建设对水生
生物多样性资源带来的不利影响， 实行
渔业资源修复，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省畜
牧水产局、省水产科学研究所、洪江市人
民政府、怀化市畜牧水产局、怀邵衡铁路
沅水特大桥工程建设指挥部、 洪江市畜
牧水产局共同举办了此次“人工增殖放
流”活动。当天，共投放青、草、鲢、鳙鱼苗
100万尾，湘华鲮2万尾，胭脂鱼2万尾，
并在放流前经过了严格检疫。

洪江市政府负责人表示， 洪江市今
后还将继续开展此类活动， 进一步提高
沅水生物资源养护水平， 促进洪江市渔
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

“帮帮团”里“雷锋”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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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 霞 刘洪波）“我宣布，规模最
大的猪脚汤品尝活动———神农养生汤，
创大世界吉尼斯纪录（中国之最）。”3月
25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理事会代表在
安仁县“2017首届神乐·悬壶药膳美食
文化节品神农养生汤·知大美安仁美味”
活动现场，宣布了新纪录的诞生。

安仁县该活动是2017湖南春季乡
村旅游节暨郴州美丽乡村旅游文化节
十二大主体活动之一， 活动主办方神

乐园特制了一口直径达2米多的大锅
子，锅内用了30多味草药、300个猪脚、
1万多个鸡蛋等，经世界药膳与养生产
业联盟主席谭兴贵把关药食搭配，由
中华医学会医学专家阳美仔、 资深湘
菜大师罗继湘现场指导熬制， 可同时
满足万人一饱口福。 该活动吸引了上
海大世界吉尼斯的关注， 并在现场全
程勘查认证。

据《安仁县志》记载，在1200多年的
历史中， 安仁本地人就有在春分节后家

家户户熬草药汤喝的习俗。 当地百姓将
增骨风、搜骨风、月风藤、黄花倒水莲、黄
皮杜仲、龙骨神筋、满山香、九节兰等中
草药与猪脚、黑豆、鸡蛋、枸杞等一起熬
成“草药炖猪脚”。安仁人都说，喝了这碗
汤就能把身上的湿气都去除， 然后朝气
蓬勃地开始一年的农耕。

据了解， 本次活动吸引了湖南及周
边江西、广东、广西、湖北、贵州、浙江、河
北等省区及国外客人近2万人， 慕名而
来品草药炖猪脚汤。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段世铜 罗明媚 ）3月23
日，怀化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了2016年“9·12” 电信网络诈骗案和
“10·14”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办情况：
经过历时4个月的侦办， 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20名，捣毁诈骗窝点8处，犯罪嫌疑
人初步交待诈骗作案成功150余起，涉
案金额536万元人民币。

为严厉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怀化市公

安局协调相关部门联合建立了“湖南
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怀
化分中心”，并于2016年11月14日正式
揭牌运行。中心由市公安局、在怀全部
9家商业银行和电信、移动、联通3家运
营商组成，对接省反电诈中心，开通了
96110报警专线，负责全市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警情的接警， 对涉案银行
账户信息和交易明细实时查询、 紧急
止付，对涉案电话进行主动防控拦截、
关停， 分析研判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态势，发布预警，牵头打击全市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自中心运行以来， 截至2017年3月
20日，该市电信诈骗案件立案数与去年
同期相比，同比下降40%，损失金额同比
下降55.89%，破案数同比上升114.29%，
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数同比增加20人。
实施紧急止付179笔，拦截、关停涉案电
话50余个，为群众挽回损失135万余元。
成功劝阻受害人汇款42次，避免群众损
失达140余万元。

怀化市严打电信诈骗犯罪

安仁万人同品“草药炖猪脚汤”
成功申报大世界吉尼斯纪录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3月 26日

第 2017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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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 1040 1298960

组选三 701 346 242546
组选六 0 173 0

4 9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3月26日 第20170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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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1851906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4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191847
6 15012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64
86800

1534076
11575012

47
3382
57017
427195

3000
200
10
5

1307 19 32 3308

3月26日清晨， 长沙县星沙城区， 高楼在雾中如梦似幻， 宛如天空之城。 当天， 长沙出现
平流雾美景， 云雾中的城市美如仙境。 罗程 摄“天空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