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徐典波）
清明临近，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上演植
树“大合唱”。“至3月底，今年全镇已义务
植树4万多株。”镇党委书记龙世友介绍。

4月1日一早， 广兴洲镇洪市村党总
支书记张春晖就带着村里干群， 到村头
植树。他说，这是今年栽种的第三批树苗

了，有400多名村民投工投劳。漫步洪市
村，路旁水边、房前屋后，满眼绿树。

合兴村将绿化和文化相结合， 建了
一个鱼尾港生态园。青山绿水间，白鹭翩
翩、燕子喳喳、人影绰绰。村委会主任戴
伯坤领着村民， 忙着给村里的名贵树种
“挂牌”。他告诉记者，村干部网格化分片

管理，居民房前屋后由村民自由认领，确
保把绿栽满、栽美、栽好。

沿江村东头，村民正按照乡友、湖南理
工学院教授颜文洪“一村一品”的规划，种植
桂花、银杏树。广兴洲镇镇长钟海波也在其
中， 他感叹：“绿满君山就是要留住美丽乡
愁，这样的发展理念已深入乡亲们心中。”

有报必查 露头就打
自治州通报6起干扰破坏村居“两委”换届选举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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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振 晓东 欢桂

“老余，要搭个棚子，鸡苗淋了雨容
易发病。”3月底，平江县三市镇宦田村致
富能手刘梓林将鸡苗送到其结对帮扶对
象余平安家，并细心交代饲养事项。作为
一名先富党员， 刘梓林主动与贫困户余
平安结对子，助他脱贫。

脱贫攻坚路上， 如何有效发挥党员
的示范引领作用？ 今年初， 平江县委决
定，在全县农村党员中深入开展“双带双
心”党建主题活动，即先富党员带头扶贫
献爱心、贫困党员带头脱贫树信心，强化
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凝聚脱贫攻坚合力，
推动全县脱贫攻坚稳步推进。

结对子，共担大任

“我女儿今后的学费不用愁了，真的
太感谢张书记了！”平江县梅仙镇毛泥岭
社区居民徐争良高兴地说。他身患重病，
丧失劳动能力，女儿在县一中读书，成绩
优异却面临辍学。 玉峰公司党支部书记
张曙秋了解情况后， 主动与其结成帮扶

对子， 第一次入户走访就送上1000元慰
问金， 并表示将承担其女儿从高中到大
学的全部学费。

3月12日，在全县结对帮扶工作会上，
平江县委书记汪涛殷切希望：“先富党员
要带头扶贫， 带着感情与贫困群众结对
子，心连心地帮，点对点地扶；贫困党员要
带头学习技术，发展生产，带头脱贫。”

活动开展以来， 平江县采取先富党
员找贫困户扶、 贫困户找先富党员帮的
“双找”办法，共发动2000名先富党员与
2400户贫困户“结对认亲”。

亮承诺，共施大计

3月23日，在平江县三市镇宦田村“双
带双心”活动授牌现场，贫困党员艾顺意从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伟手中接过“双带
双心脱贫攻坚示范户”的牌子，充满自信地
说：“上次在扶贫工作队支持下， 我租了个
门面卖化肥、种子，现在情况还不错，相信
今年能脱贫。”艾顺意当场承诺，一定要勤
劳致富，为贫困户树立脱贫榜样。

活动开展过程中，平江县广大党员纷
纷向所在党组织递交承诺书，就“双带双

心”作出承诺。在梅仙镇尖山村党员大会
上，先富党员徐沅清第一个发言，承诺从
今年起， 将自办企业收益的5%捐给村里，
连捐5年， 并带头结对帮扶2户贫困户，安
排10名贫困群众到自己的公司上班。

“承诺一亮，就是榜样。”活动开展以
来， 平江县2000名先富党员先后就带头
发展生产、捐资捐物、支持贫困户参加技
能培训、帮贫困群众介绍工作等，向所在
党支部作出承诺。949名贫困党员也分别
向所在党支部承诺，带头摒弃“等要靠”
思想，带头学习致富技能、发展生产，并
带头遵规守纪， 勤劳致富， 争取率先脱
贫，为贫困户树立脱贫榜样。

晒业绩，共创大业

“在县林业局帮扶下，贫困党员刘考
藩带头发展养殖业，养了4头牛、8只羊和
50只鸡……” 在平江县加义镇泉塘村公
示栏前，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张彬向记者
介绍“双带双心”开展情况。

“张书记，还有先富党员罗绪光拿出
1万多元钱，买了4万株杉树苗，免费发给
贫困户栽种。”村妇委会主任补充道。

在泉塘村，记者了解到，党员帮贫困
群众找工作、掏钱为贫困群众治病、资助
贫困学生读书的事例有很多。

“业绩晒一晒，成效知大概。”为确保
活动取得实效，平江县496个农业村全部
设置了党员业绩公示栏，定期公示“双带
双心”进展情况。乡镇党委和基层党支部
结合组织生活会、年度党员民主评议会，
评议党员带头扶贫、带头脱贫情况，评议
结果进入党员业绩档案。 对表现突出的
党员，由县委授予“双带双心标兵”称号；
对践诺表现不佳、群众意见较大的，启动
不合格党员处置程序。

至3月底， 平江县392名先富党员带
头为贫困户捐资106万元，6名在外创业
先富党员回乡领办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
6家、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500多个，
949名贫困党员带头参加合作社、 带动
8000多户贫困户发展生产， 有力推动了
全县脱贫攻坚进程。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昌盛 黄志东 程礼明

4月2日， 记者与永州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工作人员一
道，前往该市瑞源规模养猪场采访。离养猪场还有一段距
离，就听到悠扬的乐曲《传奇》在空中回荡。

走进养猪场， 创办这个养猪场的伍光亮介绍：“你们
看，听音乐长大的猪就是温顺，长得也好。”

伍光亮年近六旬，以前外出打过工，开过南杂店，都
没赚到多少钱。2015年，他经不住在畜牧部门工作的堂
弟“现在养猪能赚钱”的“怂恿”，从银行贷款100万元，
又向亲友筹资160万元，租地20亩，建起了1100平方米
的标准化养猪场。堂弟还给他出了个“怪招”：让猪听音
乐。

听了这话，伍光亮气不打一处来：“有句成语叫‘对牛
弹琴’，你不懂吗？”堂弟没办法，悻悻地离开了养猪场。

看到猪场里的猪一天天长大，平时爱唱歌的伍光亮高
兴起来就唱唱歌。这时，伍光亮发现，他唱歌时，猪场里那
些好斗的公猪也安静下来，仿佛在竖起耳朵听。

伍光亮知道自己错怪堂弟了， 他连忙上网查找资料，
得知看上去呆头呆脑的猪， 其实对声音的辨别力非常灵
敏。特别对那些刚断奶的仔猪，音乐的调节作用更明显，能
让躁动不安的它们很快趋于平静，适应新生活。伍光亮试
着用高音喇叭，在养猪场播放周杰伦的《双节棍》，结果看
到不少猪吓得四处躲藏。

伍光亮把堂弟请到养猪场，认真请教。两人在养猪场
装上品质较好的音箱，精心挑选了《渔舟唱晚》《在水一方》
等曲调优美的乐曲，按不同时段在养猪场播放。结果，真还
奏出“传奇”，别人的猪场里总少不了几头暴脾气的猪，而
伍光亮养的猪个个温顺，长得壮实。去年，伍光亮出栏生猪
6000余头，实现纯收入120万元。

见伍光亮养猪有方，人们纷纷上门请教，伍光亮也一
一“指点迷津”。在伍光亮的帮助下，附近贫困户伍前进也
搞起了“音乐养猪”，效益很好。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李寒露 余宏)4
月2日，汉寿一中大礼堂座无虚席，一场
特殊的教育专家报告会在此举行。 来自
北京大学“教育扶贫牵手行动”项目组的
教育专家， 为该校高三师生进行为期2
天、覆盖全部高考科目的考前冲刺辅导。

“教育扶贫牵手行动”由北京大学教
育学院和北京德信仁教育科技发展中心
联合举办。项目组负责人游罡华介绍，该
项目旨在为国家重点扶贫县、 教育欠发

达地区和有需要地区的优秀高中生与骨
干青年教师提供帮助。“牵手行动”自
2014年启动以来，已让湖南、河北等8省
20个县26所中学的2000多名高中学生、
200多名青年骨干教师受益。 为了帮助
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制定科学规划，帮助
青年骨干教师树立现代教育理念、 掌握
科学教育方法， 项目组在严格选拔基础
上， 将所有参培师生集中到北京大学进
行21天培训。 项目组组建了由中科院院

士、北大教授、重点高校专家、北京市示
范性高中教学名师等组成的培训团队，
并设计了院士讲座、励志教育、社会实践
等多层次、全方位培训模块。

项目组牵手汉寿一中最早是在2014
年。此次项目组派出多名专家，来到汉寿
一中为师生进行高考前冲刺辅导。 据项
目组有关人士介绍， 湖南今年暑假又有
桃江县第一中学、 冷水江市第一中学等
学校的学生赴北大参加“牵手行动”。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通讯员 柳春
亮 谭绍德 董梦蝶）“因为自己没有技术
和学历到处碰壁。今天通过这个平台，我
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每个月有2000
多块钱的收入，对我这个贫困家庭来说，
我非常满意了。”4月4日， 宜章县浆水乡
新华村贫困户黄飞兴奋地说。

为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难问
题，达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利用清明假期， 宜章县在星火广场举行
全县“家门口就业帮扶工程”活动。来自
园区的27家企业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
岗位3000余个，并把年龄限制放宽到18
至60周岁，招聘当天现场2736人填写求
职登记，1209人达成了就业意向， 其中
贫困劳动力518人。

“家门口就业帮扶工程”是宜章县脱
贫攻坚“四大工程”之一，通过园区企业
招聘一批、产业发展引领一批、爱心企业
帮扶一批、创新创业带动一批、公益事业
兜底一批， 加快实现全县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就业一人、脱贫一户”。近年来，
宜章县委县政府通过园区和项目建设，
加快茶叶、油茶、脐橙、福鹅等优势产业
发展，以产业带就业。目前，宜章工业园
区入驻企业200余家， 解决就业约1.5万
人， 使更多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近就
业、轻松就业、幸福就业。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何红福 李鑫)4月3日，在文物部
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记者在道县横岭
瑶族乡大山深处， 见到了一座建于清初
的石堡瑶寨。

近日由永州摄影爱好者发现的这座
古石堡瑶寨，位于离道县县城40公里的
横岭瑶族乡土地塘自然村，地处偏远，交
通不便，少有人来。走进村里，记者见到，
石堡瑶寨的古墙、古屋、古地道等古建筑
保存完好。 村寨全部建筑均以石头为主
要建材，傍山而筑，因地而建，规划设计
奇特，建设技艺高超。所有房屋建设均以
大条石为基础，用石块砌墙。村寨周边也
用大条石修建围墙，寨内道路、台阶均用
大石块铺就。道路下面修建了排水暗道，
暗道纵横交错， 成人可以在主排水暗道
通行。暗道虽运行了数百年，目前仍具有
良好排水防涝功能。

据文物工作人员分析， 寨内地下暗
道除有排水防洪功能外， 很可能是遭到
侵袭时用于躲避、 防御之用。 村寨外有
400多亩梯田，也全部用大片石围挡，形
成层石垒砌的壮观风貌。 村里通往村外
的两条道路， 全是用石板砌成。“这么大
面积的梯田全用片石围挡， 十分罕见。”
同行的县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发出感慨。

村里70多岁村民蒋云鸾介绍说，其
先祖蒋有和三兄弟清初时来此建村，历
经多年经营，建房修墙、筑梯田、造石板
路，由于工程投入大，还从广西全州雇请
了大批工匠帮助建设。

当地文物部门初步考察后， 认为该
村落的建筑具有瑶汉民族融合的特色，
规模结构、建筑技巧在当地瑶、汉古村落
中实属罕见。

湖南日报4月4日讯（李君剑 曾叶 李智英）近日，益阳
市资阳区国税局、 地税局联合举行的税法宣传月活动启
动。

这次活动以“深化税收改革、助力企业发展”为主题，
采取发放宣传资料、设置宣传展板、税收宣传车巡游等多
种形式，宣传群众关心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个人所得税
优惠以及车购税、实名制办税、网上纳税申报等。并组成专
家团队，设立税收宣传咨询台，现场解答群众提出的税收
热点问题。同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高税收执法水
平和服务质量，切实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让纳税人对“减税
降负”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湖南日报4月4日讯（徐德荣 成俊峰 陈霄）近日，衡
阳市“文明同行、税宣骑行”暨“诚信税收、文明雁城”税
收宣传活动，在该市太阳广场举行。100名社会各界志愿
者组成自行车骑行队，挂着税收宣传彩旗，倡导依法诚
信纳税。

据介绍，该活动从“深化税收改革，助力企业发展”、
“诚信税收，文明雁城”、“文明引领、八城同创，建设五个新
衡阳”等方面，全面宣传纳税知识。税务部门还定点设置纳
税服务咨询台，根据纳税人需求，进行一对一互动式精准
政策辅导。据统计，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4300余份，
接受纳税人咨询330余人次，征求纳税人意见和建议70余
条。

衡阳市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立平介绍，今年该
市还将开展纳税服务日暨国地税合作网友体验、税企共
话诚信座谈会、 税收模拟法庭进校园等一系列宣传活
动，多角度、全方位展示衡阳税务部门在落实税制改革
任务、帮助企业减税降负、促进征纳诚信互动、服务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等方面的举措及成效。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向富利）“冲入会场、抢签到表、撕毁
选票、阻止开会……”3月28日，保靖县普
戎镇普戎村党员彭某洪、李某伍因干扰破
坏村支两委换届工作，分别受到留党察看
一年、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受到行政
拘留处罚。这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
委近日通报查处的6起干扰、破坏村（居）
两委换届工作秩序的典型案件之一。

吉首市矮寨镇排乃村村民石某旺多
次联合吴某银、吴某华等村民，私自以开

会批判、张贴“大字报”等方式污蔑村干
部， 严重影响村支两委换届工作正常开
展。此三人还用铁锤砸毁村里一座便桥，
被公安部门给予行政拘留十五日处罚。

2017年3月23日，泸溪县石榴坪乡石
榴坪村村民黄某成因抢夺选票、冲击会场
等干扰破坏换届工作行为，受到该县公安
局达岚派出所行政拘留五日处罚。

此外，还通报了泸溪县小章乡瓦槽村
村民符某权妨碍公务干扰换届工作案。泸
溪县浦市镇田家溪村村民谭某友威胁他

人人身安全干扰换届工作案及龙山县里
耶镇普车村村民代表推荐程序违规案。

“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
都不能触碰换届选举‘高压线’。对于干
扰破坏换届工作的违法乱纪行为， 要有
报必查、露头就打，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决不姑息迁就。特别是要加大对‘村痞’、
‘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及其背后‘保护伞’
的整治， 为换届选举工作提供坚强有力
的保障。”湘西自治州州委常委、纪委书
记邓为民表示。

4月2日，长沙市望城区书堂山街道书堂山村，游客在老街上参观。清明小长假，长沙城区周边的一些特色小镇吸引了不少自驾
游爱好者观光游览。这些小镇不仅具有得天独厚的位置优势，并且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观光者无需花费多长时间，却能体验不一
样的民俗风情。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党员带好头 群众跟着走
———平江开展“双带双心”党建扶贫行动纪实

就业一人 脱贫一户
宜章启动“家门口就业帮扶工程”

道县发现
清代石堡瑶寨

特色小镇游

君山区广兴洲镇上演植树“大合唱”

衡阳：
志愿者骑行倡诚信纳税

创业记

伍光亮使出奇招———
“音乐养猪”猪儿肥

北大“教育扶贫牵手行动”走进汉寿一中
为师生进行高考前冲刺辅导

资阳：
举行税法宣传月活动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4月 4 日

第 20170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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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1040 687440

组选三 716 346 247736
组选六 0 173 0

3 7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4月4日 第2017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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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47686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9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797176
3 12425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36
44653
913123
7406168

42
1626
35409
292304

3000
200
10
5

0504 13 24 2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