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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杨震 陈生真)今天上午，记者从
吉首市政府了解到，4月份该市城市空气
质量为优。自去年以来，已连续11个月居
全省市州政府所在城市空气质量榜首。

据介绍， 全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行量化考核， 分为经济发展、 人民生
活、社会发展、民主法治和生态文明5大
指标、24项小指标。经省政府考核，吉首
市 去 年 全 面 小 康 社 会 实 现 程 度 为
92.7%，连续3年获评全省全面小康推进
工作前十位县。

省政府要求，2020年， 吉首市城市
化率要等于或大于45%，经省政府验收，
吉首市去年已达到73.5%； 行政村客运
班线通达率要等于或大于80%， 目前已
达到82.6%； 基本养老服务补贴覆盖率
要等于或大于50%，目前已达到60%；农
村垃圾集中处理率要等于或大于80%，
目前已达到96.4%。

近年来， 吉首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
程中，全力推进四大工程———交通突围、
城市提质、产业攻坚、民生升温。一系列
工程的实施， 为推进精准脱贫和全面小

康建设带来了明显的效果。 作为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 吉首市城
区学校学位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近3年
来，城区7所学校实施项目18个，增加学
位1915个，大班额问题得到缓解。项目
建设对贫困地区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十分
明显，目前，吉首市正在实施2个省
以上重点项目、54个自治州重点项
目、40个自治州成立60周年州庆项
目，总投资达420亿元，已累计完成
投资112.4亿元。

自治州州委常委、 吉首市委书

记刘珍瑜说，吉首市在自治州提出了“两
个率先”，即率先脱贫、率先建成全面小
康社会。 虽然全面小康推进工作取得了
一些成绩， 但目前贫困发生率还高达
11%， 距离全面小康社会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何卫军 唐东升 ) 在农村，71个
村在抓紧进行标准化改造，34个农村综
合服务平台集中开工建设；在城区，新增
4万个学位的众多项目投入实施……5
月4日， 记者从永州市冷水滩区了解到，
该区全面小康建设在大步推进。去年，该
区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到94.2%，连续2
年获评为全省全面小康达标县（区）。

为实现提前至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总目标， 冷水滩区将小康建设贯穿
于全区工作各环节， 工作目标围绕小康
定，工作重点围绕小康抓。全力推进普惠
制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民
生事业发展。 该区着力提高社会保障覆
盖面，目前全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基
本养老服务补贴覆盖率、 高中阶段毛入
学率均达100%。

与此同时，加快贫困地区发展，把扶
贫攻坚作为建成小康社会的头等大事来
抓。该区对相对落后的边远山区，制定精
准扶贫行动计划，聚力开展产业开发、社
保托底、助学就业、危房改造、基础提升
等扶贫行动。

在努力培育经济发展增长点的同
时， 该区还围绕建设品质活力中心城市
目标，全面推进国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文明城市等创建工
作，涌现一大批美丽乡村、社区。按照“八
个全覆盖”要求，进一步加强农村污水处
理、农村垃圾分类处理、改厕、改圈、农村
集贸市场建设等方面工作。一季度，全区
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55.16亿元、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24.52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8%、20%；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均达到10%以上。

长沙市召开中考中招工作会议

从严规范民办职校招生
湖南日报5月9日讯（记者 姚学文）今天，长沙市召开职业

教育宣传活动周启动暨中考中招工作会议，出台10条规定，进
一步规范民办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管理。

民办职业学校招生不规范， 近年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之一。会议强调的10条规定，主要涉及办学场地管理、招生计
划管理、专业设置管理、 实行信息公示、 实行入学告知、选聘
招生人员、开支招生经费、 把握招生质量等方面。

在专业的设置上， 各学校应该按照专业群建设思路和坚
持少而精的原则，结合学校基础条件、办学优势和地方产业发
展设定招生专业，严禁盲目跟风、擅自调整增加招生专业;不
得有意模糊对口升学班与普通高中班概念，不得将自考助学、
成考函授、远程网络教育与普通全日制教育混同，不得以“某
专业方向”误导学生……

会议要求， 各学校要把规范招生管理作为事关学校发展
头等大事，纳入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学校董事会、校务会
要组织专题学习讨论，对照文件有关要求，认真查漏补缺，完
善有关规章，逐项抓好落实。对违犯上述有关规定的学校，市
教育局将酌情予以黄牌警告、削减招生计划、取消招生资格、
直至吊销办学许可等行政处罚，并记入学校违规失信档案。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高等职业院校所办中专部、五年制大专班参照执行。

岳阳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揭牌
湖南日报5月9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赛）今天上

午，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刘小明和岳阳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王瑰曙， 为岳阳市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揭牌。同
时， 中国科协创新驱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岳阳市分中心
投入运行。将力争用3年时间，推广200项新技术新成果，服务
100家中小企业，开展50场创业辅导、创新培训、技术交流等
活动，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2015年8月，岳阳市获批为中国科协创新驱动示范市。该
市科协积极对接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中关村等，广泛凝
聚起一批高端智力资源。同时对接中国科协，联合创建创新驱
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搭建创新创业网络服务和科技成
果转化远程服务平台，建立专家人才库、科技成果库、科技需
求库和科研项目库。目前，正在实施信息服务、培训服务、科技
服务、政策服务等4大工程。市科协党组书记陶沙岸称，创新
创业服务中心成立后， 将加快中关村科技成果在岳阳市及周
边地区转化，推进岳阳市创新驱动示范市建设。

“5133”人才引进工程发力
307名高校才子安化应考

湖南日报5月9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谭瑞 陈尚彪）
今天，安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公布安化县2017年
高层次人才首批应聘引进面试成绩及入围人员名单，307名
高校毕业生有57人入围。

5月6日至8日，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各大名
校的高材生聚集安化，角逐该县高层次人才引进首批55个职位。
此次高层次人才引进，共有农学、金融、交通运输、工商管理、电子
通讯、城规土建、医学、法学、食品检验与生物、环境科学与工程、
师范等专业职位分类，开考比例最高的专业达30∶1。

据了解，今年3月份，安化县启动“5133”人才引进工程，
在全国范围内高薪揽才。“5133”工程，即从2017年开始，安化
要在5年内共引进领军型人才10名， 博士研究生或副高级以
上职称专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985”“211”工程重点院校
本科生等300名，一般全日制本科生3000名。消息传出后，全
国各地的高校毕业生纷纷响应，投来应聘简历。

安化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此次人才引进考试，成立了考
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监督组、考务办、面试组等，并为前来应
试者免费提供食宿，以及提供相应交通补贴。5月8日，该县还
组织首批应聘者考察了中国黑茶博物馆、万隆黑茶产业园、陶
澍广场和羽毛球学校等，向他们介绍了安化风土人情。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马晶 叶飘）今天，省林业
厅专家薛萍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两江峡
谷国家森林公园内参观了新培育的800
余株资源冷杉幼苗。他高兴地说：“这是
了不起的事，这批苗子太珍贵了！”

此前一天，城步两江峡谷国家森林
公园科研小组负责人陶志胜宣布，经过
攻关，我国珍稀濒危植物———资源冷杉
人工繁育取得重大突破， 至今已出苗
800余株， 打破了国内几十年来该物种
人工繁育出芽率为零的困局。

资源冷杉是1979年在广西资源县
发现而命名的，系我国南岭山地新发现
的冷杉树种，是第四纪冰期遗留下来的
植物活化石。 由于资源冷杉挂果慢、结
果少、种子胚芽不发育，难以天然更新，
种群衰退严重。 据国家林业部门统计，
目前资源冷杉存世量不足600株。

陶志胜认为，此次人工繁育获重
大突破， 对扩大资源冷杉种群量、研
究了解冷杉属植物系统演化等具有
重要价值。

株洲：
保税物流工程封顶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琴琴）昨天，株洲铜塘湾保税
物流中心（B型）项目主体工程封顶。据
介绍， 该项目规划用地11.29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7.6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7.7
亿元，去年9月开工。建设施工方表示，将
以这次主体工程封顶为起点， 真正做到
高起点布局、高标准施工，把项目建设成
为株洲展现“一带一部开放发展先行区”
魅力的标志性工程。

开福区：
文化志愿者进校园

湖南日报5月9日讯（郑旋）现场VR
体验、DIY戏剧脸谱、惟妙惟肖的花鼓戏
表演……今天上午， 长沙市开福区文化
志愿者进学校（少年宫）暨“戏曲普及月”
活动在新竹小学启动。 在长沙市花鼓戏
剧院表演老师精心编排下，学生们对近1
个月来学习非遗戏曲文化的成果进行了
展示。据悉，开福区拥有国家、省、市、区
级3批共26个非遗项目， 包含长沙花鼓
戏、炭金画、长沙棕编等。该区将组织专
家文化志愿者，深入全区7个乡村学校少
年宫，开展服务活动。

祁阳：
给村干戴上“紧箍咒”

湖南日报5月9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陈铁牛）近日，随着村级换届选举
完成，祁阳县各乡镇相继与1000多名新
任村支书、 村委会主任签订农村工作责
任书，给他们戴上“紧箍咒”。据悉，今年
祁阳县全面推进农村工作“村为主”机
制，将经济发展、扶贫帮困等9项农村工
作与村干部待遇挂钩，目前，全县村干部
积极引导村民流转土地1.8万亩，协助企
业、 合作社发展订单优质稻基地30万
亩， 新建蔬菜基地1.1万亩、 茶叶基地
3000亩、油茶基地0.8万亩，推动扶贫帮
扶项目开工82个，全县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稳中向好。

新田：
提质改造贫困村公路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温小林 何昕） 毛古公路建设进
展顺利，新新公路、枧三公路完成了勘测
设计……到今年底， 新田县将全面完成
103个贫困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 近年
来，新田县完成农村通畅工程337公里，
行政村通畅率达100%。但村与村、村与
村民小组之间的交通状况亟待改善，该
县为此实施103个贫困村公路提质改造
工程，解决这些村没有环村路、原公路过
窄、等次过低等突出问题。

吉首四大工程助力小康建设
连续3年获评全省全面小康推进工作前十位县

冷水滩区全面小康建设加速
连续2年获评为全省全面小康达标县（区）

新闻集装

创业记

资源冷杉苗：第四纪冰期“遗老”的“新生”
城步育苗800余株，打破国内人工繁育出芽率为零的困局

职业人群“万步有约”
5月9日上午，全国第二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长沙市岳麓赛区启动仪式在西湖文化园举行，岳麓区选拔

359名队员，组成23支分队参加全国比赛。自11日起，参赛队员将佩戴专用计步器，记录每天的健走数据，并将数据上传至活动
网络系统，以健走步数与健走强度累计积分，与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14万职业人群展开为期100天的团队健走竞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彭上红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5月 9日

第 2017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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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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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5月9日 第20170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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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61957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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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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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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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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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
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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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053 6 6 6 6 4 5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4547069.68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22 4 8 6
排列 5 17122 4 8 6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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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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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在长沙西南角坪塘街道， 有一名
“语石者”叫彭再军。他用10年时间收藏
了数千块奇石，耗资数百万元。有人笑
他不务正业， 有人对他的宝贝垂涎，还
有人为他对大自然的热爱赞不绝口。

不管外人怎么评说， 他痴心不改，
想建一座奇石博物馆，免费展出所藏的
石头宝贝，推广奇石文化。“五一”过后，
记者慕名找到了他的工作室。

“我到哪儿去都要看石头。为了购
买石头过苦日子，甚至还高息借过钱！”
彭再军对记者说， 他常年走南闯北，每
到一地总要想方设法找石头。

一方方、 一片片石头如奇珍异宝，
回报彭再军的一片真心。如一款叫“邂

逅”的美石，神似一对古装情侣，而且简
直活脱脱出自名家钟增亚笔下！省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刘广文见后啧啧称奇，挥
笔直书：“有美一人，邂逅相遇，清扬婉
兮，适我愿兮，玉中画境，恍如钟增亚笔
墨之风，意韵天成！”

彭再军收藏的奇石包含松花石、灵
璧石、雅丹石、马达加斯加玛瑙等数十
个品种，最远的来自非洲沿海。每天晚
上，他都要仔仔细细查看一遍，才能安
心睡觉。

“我收藏的石头都是自然形成，没
有半点人力加工。” 彭再军一次次被造
化的神奇折服， 感动于生命的美与力
量。他藏有一块新疆硅化木化石，树皮、
节瘤、 蛀洞纹路清晰， 触手清凉无比。
“几千万年乃至上亿年才有此石形成，

凝聚了天地山川的灵气。”
彭再军把自己定位成一名语石者。

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不管风云如何变
幻，他终日守望这一方净土。不着一言，
可见大千世界。他想为这些宝贝寻找一
个家，让更多的人共同分享。曾经在巴
溪洲上生活多年，他想把博物馆建在洲
上， 和长沙山水洲城的特色相呼应。当
然， 大王山片区旅游开发如火如荼，冰
雪世界和湘江欢乐谷等大型文旅投资
项目周围， 也可能需要这样的特色展
馆。对此，他心怀期待。

十年收藏，心有梦想，却也经常折
腾得家徒四壁。人有雅好，又要过好平
常日子，两者如何平衡？彭再军认为，只
有藏石人在市场上实现独立，奇石有交
易流通平台， 文化才有更好的推广基
础。这是个综合性工程，需要政府和市
场形成合力。 他愿意为此当一名探路
者，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语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