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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张军 陈国辉 欧阳明升）3月下旬，
衡阳市委书记周农来到衡南县三塘镇、祁
东县灵官镇等乡镇，就村（社区）党组织换
届工作进行调研。 周农要求全巿进一步压
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突出问题导向，严格操作程序，严字当头，
实字落地，确保村级换届圆满成功。

衡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竞介绍，至
3月28日，全市2765个村（社区）中已有945

个完成党组织换届选举。目前，换届选举工
作推进有序，城乡基层大局稳定。预计到4
月上旬， 可基本完成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
工作。

据了解， 在这次村级换届中， 衡阳市
委、 市政府深刻汲取衡阳破坏选举案的教
训，市委主要领导带头联县办点，逐县调
研督促，破解难点问题。市委常委班子坚
持以上率下，全面落实责任制。全市25个
试点村（社区）全部由市、县领导挂点指

导，223个难点村（社区）全部安排工作组
驻点整顿，2765个村（社区）均有党员干
部包点指导。同时，从严正风肃纪。换届
启动后，市委组织部会同公安、检察等8
部门下发“关于依法打击村级换届选举
中违法违纪行为的通告”，印发50万张，张
贴到村到组。

衡阳市还实行“五个一批”，破解选优
消超难题。 全市并村改革后， 行政村数由
4886个减少至2280个； 现有村干部16177

人，按换届职数需减少3472人，消超难度
很大。实行“五个一批”，即通过双述双评、
民主评议，择优留任一批；从机关、站所优
秀干部中选拔一批， 到没有合适人选的村
（社区）担任党组织书记；实行严格资格审
查，出台消超政策，精简消化一批；通过“两
推一选”，淘汰一批能力不强、公认度不高
的村（社区）干部；及时出台鼓励退任政策，
综合施策劝退一批。目前，全市已有490名
村干部主动退出岗位。

� � �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王吉平 刘银冰）“这张500元接待票据，一没
有菜单，二没有注明来客单位和事由，我们
不能签字盖章。”3月24日， 岳阳市君山区柳
林洲街道挂口社区居民监督委员会5名成
员，对社区上月财务票据一张张认真查验审
核，将不合规的票据退回，不予报销。

据了解，为强化对村（社）干部履行职
责、廉洁自律等情况的监督，君山区在各村
（社区）成立监督委员会。目前，全区76个村

（社区）全部成立了监委会。监委会由群众
选举的5名“五老”（老党员、老干部等）人员
组成，其职责是对村里大小事项进行监督，
并及时向村级党组织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
议。村务公开是监委会工作的重点，监委会
特别对移民补贴、低保发放、优抚补助、廉
租房补贴、困难扶助、项目建设、村委会重
大决策等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实行严格监
督，并在村里显要位置公开。

君山区各村（社区）监委会还积极配合

村（社区）干部做好稳定工作，对群众来信、
来访、来电等记录在案，耐心解答问题，妥
善调处矛盾。 许市镇柿树岭村村民万某对
村里君岭路耗资18万元建的1200米绿化
项目表示质疑。 村监委会主任吴玉村了解
情况后，上门将资金筹措、苗木采购单价、
数量及人工工资等明细， 一五一十告诉万
某。看到每笔开支明细后，万某欣慰地说：
“村监委会就像群众的‘眼睛’， 有他们盯
着，我们放心。”

据统计，去年来，君山区通过村（社区）
监委会共审减、 压缩非生产性开支130多
万元，化解矛盾纠纷214起，得到群众一致
认可。

娄底关停
黏土实心砖厂300多家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周俊 刘芾 肖敏 方茂松）
3月27日，娄底市国土资源局对已关停黏土实心砖厂
进行突击检查，防止死灰复燃。通过开展专项行动，
娄底已对300多家黏土实心砖厂及“问题”砖厂实行
停产整顿，关闭30余家。

娄底共有砖厂463家，其中黏土实心砖厂270余
家，其他多为煤矸石砖厂或页岩砖厂。长期以来，砖
厂生产引发植被破坏、毁林毁田、水土流失等环境问
题，尤其是炭质页岩制砖技术的出现，造成了炭质页
岩非法开采反弹。

今年初，娄底将规范砖厂生产、实现有序退出和
改造升级，列为政府主要工作目标，启动砖厂专项整
治行动， 暂停所有新建砖厂申请。 对关闭取缔的砖
厂，吊销证照、拆除构（建）筑物、断水断电。对遭到破
坏的地质环境按照“谁破坏、谁治理”原则，开展恢复
治理。目前，涟源市132家砖厂已全部停产整改，新化
县116家砖厂已全部停产。

下一阶段， 娄底将采取淘汰关闭和改造转产相
结合的方式， 在淘汰关闭黏土实心砖厂等落后生产
企业的同时，鼓励发展新型墙体材料。

桃江严防
“地条钢”死灰复燃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 （通讯员 罗中华 刘鹏
记者 杨军）3月27日， 桃江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接到举报， 设在该县牛田镇的益阳中源钢铁公司
存在“地条钢”生产死灰复燃问题。分管副县长立即
组织相关部门、乡镇负责人到企业突击检查，证实情
况属实。对此，桃江县委书记、县长分别作出批示，要
求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依规严厉查处。目前，相关部门
已对这家企业进行立案查处。

“地条钢”是以废钢铁为原料，经过感应炉熔
化， 在生产中不能有效进行成分和质量控制的钢
及以其为原料轧制的钢材， 是国家明令淘汰的产
品。去年来，桃江县以“零容忍”态度开展对钢铁、
水泥等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和对“地条钢”等违法违
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专项整治。 至今年1月中旬，
全面拆除了两家企业30吨中频炼钢炉生产电力线
路， 捣毁了冶炼炉体和炉体基座， 拆除了传输设
备，对企业库存废钢原材料进行了全面清空，该县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通过了国务院督查组验收。但
受高额利润诱惑， 益阳中源钢铁有限公司又偷偷
建炉生产“地条钢”。

为防止类似现象发生，桃江县举一反三，正对另
一家钢铁企业开展严查。

3人被困蒸发罐

永州消防冒险施救成功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吴婷 廖丹）3月28日，永州市湘南造纸厂，3名员工
不慎跌入厂内外流自由降膜板式蒸发器中， 情况
危急。接到报警，永州市消防支队全勤指挥部、冷
水滩特勤消防中队10多名官兵赶到现场， 组织救
援。

经现场查看，3名员工跌入的蒸发器位于厂房楼
顶，蒸发器内含有浓密的有毒化学气体。3名被困人
员有2人已陷入昏迷。

据了解，蒸发器侧边有小口径入口，而蒸发器内
部空间狭小，不利于救援。根据现场情况，指挥员决
定派一名身材较瘦小的战士从蒸发器侧边入口进
入，将绳索固定在被困人员身上，再由外面等候的消
防战士将绳索往出口拉。

由于蒸发器内含有大量有毒气体， 进入蒸发
器内的消防官兵需要佩戴氧气罐、防毒面具等，这
增加了救援难度。但消防战士克服种种不利因素，
冒着多重危险， 将生命之绳一次又一次绑在一个
个被困人员身上。最后，3名被困者被成功救出，并
立即被送上在外等候的救护车， 前往医院紧急救
治。

目前3名被救人员已脱离生命危险。事故原因在
调查之中。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剑

近日， 在辰溪县一家酒店的会议室
里，郑州融八幼教商学院高级讲师刘艳丽
微笑着讲授如何提升幼师自身素质等，并
与当地270余位从事幼教的园长、 老师面
对面交流。台下，一位短发美女引人注目，
她就是组织策划这次活动的辰溪县学前
民办教育协会会长李晓红。

李晓红是辰溪县优秀女性创业者，怀
化市起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她是
一名下岗工人，如今成为企业老总，就是
凭着一股爱折腾的劲头，实现了人生的蜕
变。

1991年，正值花样年华的李晓红怀揣
激情与梦想，来到辰溪火马冲镇华特水泥
厂工作。没想到1997年企业改制，李晓红
成为了下岗职工。当时，李晓红才28岁。面
对挫折，她没有沮丧，决心通过自己的努
力走出困境。通过市场调查，她决定在县
城办一所幼儿园。

缺少资金是最大的问题。李晓红硬着
头皮向亲友借钱。为了节约开支，从幼儿
园选址到装修等， 她咬牙包揽下来。1998
年， 她创办的辰溪县太阳岛幼儿园开园，
第一学期只招收了37名幼儿。从孩子的教
学到饮食起居，她都事无巨细动手干。

2003年暑假， 她到北京蒙特梭利教
育培训中心学习， 学到了一套非常适合3
至6岁幼儿的教学方法。 这种教学理念很
先进，也对教学环境、教具、教师的要求很
高。“要做就做最好的!”很快，李晓红便开
办了辰溪县第一所特色幼儿园———蒙特
梭利教育实验幼儿园。

没想到开办后并不顺利，该园推行的
引导孩子自由探索和学习的教学方法与
家长们的反映形成强烈反差。“你们怎么
没教写字、拼音、数学运算?如果再不教，
我们就要退学了……”面对家长们的质疑
声，李晓红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

任何新生事物,在其发展阶段必然经
历一段适应期。李晓红通过家访，邀请家

长参加专家讲座，举行家长会、家长开放
日、幼儿园教育效果展示等活动，让家长
的观念有了很大改变。

在李晓红精心经营下，两家幼儿园已
有600余名幼儿，员工57人，多次受到怀
化市、辰溪县教育部门表彰，李晓红也多
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园长等。

创业离不开创新，爱折腾的李晓红又
走出了大胆一步。2015年3月，她在怀化市
正式注册了起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公
司成立以来，她邀请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学前教育专家及一线优秀教师，来怀化讲
授学前儿童教育优秀课程，主办了怀化市
学前教育质量提升高峰论坛、民办学前教
育深化课程暨幼儿园优秀课程观摩展示
等一系列活动。

“我在今年初注册了起点职业培训学
校，培训对象是全市范围内的保育员、育婴
师和护理人员，希望通过自己的创新创业，
培养更多幼教专业人士，指导她们就业、创
业。”爱折腾的李晓红又有了新想法。

永州：创建标准化食堂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今天，记者从永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得知，今年，该市计划创建标准化学校（单
位）食堂100家。近年来，永州市把学校及
周边地区作为食药监管重点单位和地区，
加强日常检查、 随机抽查和飞行检查等。
同时，全力推进学校（单位）食堂标准化建
设。计划3年内创建标准化学校（单位）食
堂500家，其中今年计划创建100家。

娄底：城市规划投票决策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 （周俊 罗宗）近

日，娄底市规划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心
城区三星华厦综合楼建设规划设计方案
因未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委员投票同意，被
暂停执行。去年，娄底市对市规委工作规
则进行改革，将“由会议主持人综合到会
委员和其他参会人员意见作出决策”改为

“到会委员和参会人员无记名投票决策”。
凡涉及重要地块、重大建设项目，一律实
行票决制，且须获得参会委员、专家等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会同：发现袖珍老字典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何乐川 肖艳飞）长7.2厘米、宽4.5
厘米、厚4厘米，是现在常见的小版新华字
典大小的四分之一。3月27日，记者在会同
县收藏爱好者何娅容家中，看到一本珍藏
60多年的袖珍字典，不由啧啧称奇。这本
字典名为《学习小字典》，共626页，收录单
个汉字9000个，整本字典共28万字，且为
繁体字。 该字典由北京书店刊行，1952年
出版，标价为旧版人民币8000元。据此推
算，这本小字典当时售价应为0.8元。

临湘：销毁“山寨浮标”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亚军 张明子 ）随着临湘市工商部门负
责人一声令下，执法人员开始点火，1.2万
支假冒浮标消失在火中。这是近日发生在
临湘浮标产业园的一幕。有“中国浮标之
乡”之称的临湘市，着力打造浮标产业。自
去年10月以来，该市“市长信箱”接到举
报，称在城区及周边存在一些规模较大的
浮标制假窝点。市工商、质监、公安、商务
等部门联手， 对这些窝点进行突击检查。
目前，已查处涉假案件16起，其中商标侵
权案件18起。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汤济夫 夏艳辉

“这是今天刚从密室里育出的秧苗。”
3月27日， 在益阳市赫山区笔架山乡中塘
村水稻基地，湖南中亿现代农业发展公司
监事彭卫锋说。记者看到，田里薄膜覆盖
下的早稻秧苗露出了1厘米多长的嫩芽。

今年春耕，对与稻谷打了20多年交道
的彭卫锋来说是不一样的，他首次采用了
“密室育苗技术” 。该技术全称为“水稻机
插秧密室叠盘快速催芽齐苗技术”， 是一
种育秧新模式，即把原来在田间或大棚内

完成的浸种、催芽、播种、出苗过程，改用
工厂化、自动化方式完成。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彭卫锋育过多年
稻种，还牵头组建了万盛水稻种植专业合
作社。“搞这么多年农业，现代农业的出路
还在于科技化。”去年，他与人合伙成立了
湖南中亿现代农业发展公司。随后参加省
农委主办的培训班，了解到“密室育苗技
术”，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于是投资110万
元，建起了育秧车间，包括一条播种流水
生产线和两个占地60平方米恒温恒湿的
密室。

在中亿农业育秧车间里，记者看到，在

全自动的播种流水线上， 一个个育秧盘装
入事先准备好的营养基质土，洒上水后，把
已浸种消毒的稻种播入，再用基质土覆盖，
然后， 工作人员用叉车将装着种子的育秧
盘，一叠一叠移至育秧密室里催芽。

泉交河镇农技站站长肖建桥告诉记
者，稻种在这种封闭不透光、智能控温控
湿的密室里，受热均匀，湿度适宜，避免了
烂种烂芽问题， 出苗快速且整齐。48小时
后， 秧苗长到0.5-1厘米， 再从密室中移
出，连盘带秧移至大棚或秧田，开始后续
生长。

“4天就育了可种1000亩田的秧苗。”
彭卫锋说，密室育苗技术相比传统大田育
秧技术，不仅节约成本，还省时间，使我们
能从容进行春耕生产。

衡阳村级换届选举有序推进
实行“五个一批”，破解选优消超难题

给基层干部戴上“紧箍咒”

君山区监委会布局到村（社区）

新闻集装

创业记 爱折腾的女创客

密室育秧，从容春耕

� � � � 3月28日，游客在
梨花林里赏花拍照。
当天，资兴市“第五届
中国东江湖·州门司春
暖梨海游春会”在州门
司镇黄旗洞村梨园启
幕，8000亩梨花盛开，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
赏盛景。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李琳燕
摄影报道

春暖梨海
乐游春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3月 28日

第 2017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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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2 1040 1645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164 173 374372

7 5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3月28日 第2017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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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6806872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6
二等奖 16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671583
5 8190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125
95325

1524529
14635825

66
2904
52825
526490

3000
200
10
5

1206 24 28 3214张家界：规范房地产市场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 （廖声田 宁奎）

近日，张家界房地产市场及住宅小区管理
专项整治行动拉开帷幕，对市城区部分开
发楼盘与住宅小区存在逾期未交房、逾期
未办证、 建筑质量和配套设施不到位、物
业服务不规范等问题进行全面排查与整
改。专项行动为期3个月，旨在规范参建各
方行为和物业服务活动，有效保障购房户
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