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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邓华良）5月8日，毕业于广州中医
药大学的博士李然正式出任岳阳市中医
院药剂科副科长。据悉，这是岳阳市实施
“巴陵人才工程”2年多来， 引进的第82名
博士。“忽如一夜春风来”， 通过实施新的
人才战略，该市呈现“千树万树梨花开”的
喜人局面，已引进各类人才2万多人。

岳阳市把人才作为发展“第一资
源”，明确提出“抓发展必须抓人才，抓人
才就是抓发展”。自2015年起，该市强力
实施“巴陵人才工程”，构建起一套新的

人才引进、培养、选拔、激励的完整机制。
连续两年组织100多家企事业单位，到
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等地“引智”，引进
了大批高层次紧缺急需人才。同时，与北
大、清华、浙大等知名高校合作，先后举
办高级专题培训60多期，并邀请国内外
知名专家学者开办“巴陵名师讲堂”20
多期，培养了一批本土人才。

岳阳市还实施6个人才支持项目，包
括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巴陵青年英
才、文艺岳家军、名师名医、扎根基层优
秀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师传艺等，最

高给予100万元资金资助。 实施巴陵卓
越工程师、技术能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
人、巾帼英才等4个人才选拔项目，给予
入选人1万至5万元不等的奖励。从全市
各行业一线选拔一批长期扎根基层、取
得突出业绩的专家人才， 由市政府给予
特殊津贴。重点选派100名优秀干部
和科技人员，到企业挂职或担任科技
特派专家。

岳阳市“巴陵人才工程”的实施，
激发了人才队伍创新活力，推动了经
济创新发展。该市选拔和支持的33个

科技人才团队，在创新上持续发力，已申
请国家专利135项，研发新技术、新产品
及转化成果422项。 选派到企业的优秀
干部和科技人员， 与企业合作开展科技
攻关42项，开发新产品16个，转化科研
成果13项，协助企业申报专利74项。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杨波 廖娟）“没想到，家里没
有一点关系背景，全县所有安置岗位让我
第一个挑；没想到，在部队立功受奖，回到
地方照样受重用；没想到，待安置期间的待
遇，县里不折不扣全部落实。”一连说出这3
个“没想到”的，是从部队退役回隆回县的
四级军士长丰习秒。最近，他以全县第一的
成绩，被分配到县人社局工作。到5月初，在
隆回县，像丰习秒这样符合安置条件的退

役士兵，全部走上了工作岗位。
“安置好退役士兵，就是支持国防和

部队战斗力建设，有利于激发军人爱军习
武的热情。”隆回县民政局局长吴厚宾说。
近两年来， 该县严格按照上级有关政策，
对符合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兵推行阳光安
置。由民政、人社、编办等部门共同参与，
实行量化评分。根据服役年限、平时个人
奖励、战时个人奖励、个人获得荣誉称号、
是否是烈士子女等，确定分值。量化计分

经本人签字认可，评定分值后由高到低依
次在拟定岗位自行选择，分值相同的进行
抽签决定选岗顺序。 为做到全程透明，该
县还坚持做到4个公开， 即公开符合安置
对象名单，公开可选工作岗位，公开评分
排名结果，安置对象公开集中自主选择岗
位。最后公示选岗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以往退役士兵安置实行岗位分配，
人为操作因素多，着实让人头痛。”隆回
县民政局安置办主任介绍，“现在推行阳

光安置，全部都是公开的，根据程序来，
简单又轻松。”

到今年5月初，隆回县推行阳光安置
办法，共安置退役士兵3批237人，所有
符合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
位，做到了安置遗留问题清零。被安置进
乡国土所的退役士兵罗欢告诉记者：“这
次安置全程公开透明，我心服口服。在新
的工作岗位上， 我会继续发扬军人的优
良作风，争取再创佳绩。”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人间五月花纷
飞，河伯岭上杜鹃红。这几天，邵阳朋
友圈里被河伯岭俄公冲后山顶美丽
惹人的火红杜鹃花不断刷屏，游人竞
相驱车至邵阳县河伯岭，一睹绝美花
海，体会人间仙境。

河伯岭属于邵阳县河伯乡，位
于邵阳、新宁和东安3县交界处，绵
延数十里， 有海拔800米以上的山
峰50余座， 主峰海拔1454.9米，为
邵阳县境内海拔最高的地方。河伯
岭，之所以惹来众多游客，除境内

有良好的植被覆盖外，主要在于山
上有一望无际的1000余亩野杜鹃
花海， 及分布林区内的100多种国
家珍稀保护植物和 70余种国家珍
稀保护动物。

因海拔差异， 河伯岭杜鹃花花
期长达一个多月。每年5月前后，海
拔从低至高， 杜鹃花依次盛开，漫
山开遍的杜鹃花散落在山山岭岭，
峰峦叠翠间，云雾缭绕处 ，蜂蝶随
坡翻飞，花波弄影灵动 。无论是蜿
蜒曲折的山坡脊岭，还是险峻的沟
壑岩壁，都遍布一簇簇娇艳欲滴的

杜鹃红。
爬行在崎岖的山路， 一眼望去，

满山花开、满山鲜艳、满山晶莹、满山
芬芳。而迎风站立山顶，那漫山遍野
的映山红，在青草绿树之间，花团锦
簇，云蒸霞蔚，开得热烈，开得绚丽，
真乃一个花的海洋。整个山顶如诗如
画，美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

“暖风吹红了满山杜鹃花！”来自
衡阳的游客肖先生游兴正浓，他指着
满山红杜鹃说：这里四周环山，山清
水绿，花香袭人。置身山间，一份淳朴
的乡村气息自然亲切，扑面而来。

央视高频关注江豚协会
5年播出6部纪录片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徐典波）5月10日晚，中央电
视台中文国际频道7集系列片《青年先锋》，播出了湖南省保护
湘江“绿色卫士”岳阳大队、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的专题片《江
豚姐姐》。据了解，这是央视近5年来推出的与江豚保护协会有
关的第6部纪录片。央视长时间关注一个民间协会，这在全国
十分罕见。

江豚濒危。2011年底，在湖南日报社支持下，湖南日报岳
阳分社社长、 环保人徐亚平首创全国民间首个江豚保护协会
并任会长， 围绕让江豚升格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等3大目标，
铺开29项工作。5年多来，省政府先后专门制订下发了3个有关
江豚保护的文件，并推出保护湘江“绿色卫士”行动计划。岳阳
市持续开展“洞庭风雷”行动综合治理洞庭湖，取缔了蔓延20
多年的打螺蛳、迷魂阵等毁灭式捕捞方式。江豚保护协会荣获
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奖等多项荣誉。徐亚平获评“中国十大
责任公民”“全国海昌卫士奖”等。

央视一直聚焦江豚保护。2012年5月， 制作了3个江豚保
护公益广告，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为形象大使，同年8月
18日开始在各频道播出。央视还陆续制作、播出了《江豚护卫
队》《微笑中的告别》《天下洞庭》等4个专题片。去年11月5日，
央视跟踪江豚保护协会3年后，推出了专题纪录片《云与梦之
间》，在英国首播。

今年3月，央视“走遍中国”栏目组编导李金伟策划了专题
片《江豚姐姐》，派出编导刘娅和记者薛锦辉、摄像袁军跟踪拍
摄江豚保护协会。该专题片用独特视角，展现了环保卫士乐于
奉献、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长沙逐步告别垃圾填埋时代
首个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项目将试运营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陈新）在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固废
处理场西侧，长沙首个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清洁焚烧）项
目正在紧张施工。5月10日，项目施工方告诉记者，目前项目已
完成投资17亿元，计划今年底建成试运营。项目投运后，每天
可处理垃圾5000吨，年发电4.14亿千瓦时。这意味着，长沙将
逐步告别垃圾填埋时代。

“污水经处理达标后回用， 臭气和烟气经处理达标后排
放。”项目经营方浦湘生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佳介
绍，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垃圾焚烧系统、烟气净化系统、余热
发电系统、污水处理系统、飞灰固化车间等。每条垃圾焚烧生
产线配置一套烟气净化系统， 焚烧中产生的烟气通过处理后
达标排放、热量用于发电。垃圾在垃圾池里产生的滤液，经处
理达标后回用，不外排。焚烧后垃圾产生的炉渣、飞灰等也将
实现综合利用或安全填埋处理。

据了解，长沙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清洁焚烧）项目
于2015年8月开工建设，总占地约450亩，总投资约25.86亿元，
可年处理生活垃圾约180万吨，实现垃圾处理资源化、减量化、
无害化，对提升长沙人居环境质量将发挥重要作用。

湖南日报5月11
日讯 （通讯员 李焱
华 明巧云）日前，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树木学专家吴友亮
教授在泸溪县实地
勘测，该县天桥山上
的一棵古银杏树树
龄达2600多年。令人
称奇的是，相距不远
的另一棵银杏树也
有2300多年树龄。

据吴友亮教授
测量，天桥山主峰峰
顶的银杏树树冠直
径24米，树围8米，树
高28米，树径2.5米。
而相距不远的另一
棵银杏树树冠直径
26米，树围7米，树高
25米，树径2.2米。

这两棵银杏树，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风雨浸洗，但长势
依然很好，雄伟挺拔，干体光洁，冠大荫浓，夏日枝繁叶茂，秋
日满树“黄金甲”，十分壮观，成为大山里一道美丽的风景，吸
引着无数登山者驻足留影。

通讯员
泸溪发现相邻两棵20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

她们联袂从远古走来……

桃江：
“民间河长”成“守护神”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
员 刘鹏 陈定山）5月10日，桃江县环保协会
浮邱山分会志愿者10余人，在“民间河长”莫
胜强组织下，携手“小博士”幼儿园师生及家
长200多人，来到桃花江花苞洲大桥下清理
河道垃圾，保护母亲河桃花江。这是桃江“民
间河长”开展环保活动的一幕。

最近，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出“益起行、
益起动———守护河道一公里”的号召，桃江
县近2000名环保志愿者在各乡镇环保分
会组织下， 赴各处河道清理垃圾， 保护河
流。同时，各分会纷纷招募“民间河长”，对
河道进行管理。目前，已从2000名环保志
愿者中招募了200名“民间河长”。

南县：
广撒英雄帖觅英才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通讯员 熊偲婧

记者 杨军）近日，南县人社局官网发布公
告，面向全国为县内事业单位招聘50名高
层次紧缺人才。根据引进人才的层次，最高
可获得5万元安家补助，并享受一系列优厚
待遇。 此次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是南县

“1543”引才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通过
面试直接招聘35名，通过笔试加面试招聘
15名，均为编制内引进。涵盖金融、旅游、
电商、路桥、水利、教育等专业。

双牌：
规范公路标志标牌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潘芳 江红梅）今天，双牌县公路执
法人员依法对境内207国道两旁，除交通、
交警、旅游标志外的16块标志标牌，依法予
以拆除。双牌是2015年度省旅游产业发展
十佳县区 、2016年度全域旅游先锋县
（区）。但一段时间来，该县公路两旁各类厂
铭牌、 村名牌及不规范的指路标志杂乱无
章，严重影响了路容路貌。经过清理、整顿，
全县公路两旁的交通、 旅游标志和村名牌
等，养眼醒目、干净整洁。

东安：
保护湘江上游生态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联波）今天，东安县环保局工作
人员来到该县城郊宥江桥村生态恢复工程
区检测。该局纪检组组长陈战友告诉记者，
3年多不间断检测显示，生态恢复达到预期
效果。 东安县是湘江上游省级重点生态功
能区和重金属重点防控县。近年来，该县严
格按照全省每年污染减排的具体要求，切实
开展矿山、水上餐饮、水上网箱养鱼、造纸企
业、禽畜养殖等综合整治。大力推动全县产
业结构调整，逐步淘汰电解锰、锑冶炼等高
污染落后产能，逐一对每家企业建立排污总
量控制档案，严格督查和责任追究。

岳阳倾力构筑“人才工程”
已引进各类人才2万多人，其中博士82名

隆回阳光安置退役士兵
全程透明，符合条件的已全部安置到位

老百姓的故事

“谢谢你救了我和妈妈”

千亩花海惹人醉 河伯岭上杜鹃红新闻集装

泸溪县天桥山主峰顶， 树龄达
2600多年的古银杏树。 通讯员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5月 11日

第 2017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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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1040 271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513 173 88749

0 5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5月11日 第2017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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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4639652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7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2 22729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91
72619

1296663
11335094

44
2482
45691
400342

3000
200
10
5

0803 23 28 3309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谢谢啊,谢谢!”5月3日，王艳红一
家人专程从衡阳县西渡镇来到南华大
学环境保护与安全工程学院， 见到了
救命恩人侯建。握手、拥抱，不知说了
多少声的谢谢,� 侯建拿着王艳红送来
的锦旗,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

“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和妈妈。”被
救的未满2岁孩子，甜甜地说。

事情还得从去年4月27日说起。
当天， 侯建和同学正在衡阳市平

湖公园人工湖吊桥的东面游玩， 突然
听见湖对面传来“扑通”一声，还伴有
一阵阵的呼救声。

侯建立即朝吊桥方向跑去， 他见
一名20多岁的女性正在水中挣扎呼
救，手中还抱着一个婴儿。侯建没有犹
豫，撒腿跑向吊桥，从5米高的吊桥上

跳了下去。
入水后，面对命悬一线的母婴，他

奋力游了过去。 他告诉落水的女子不
要乱动， 然后用手推着她的身体向岸
边游去。人在水里游动很费气力，在离
岸边还有几米时，侯建体力明显不支。
岸边一名热心市民勇敢地跳入水中，
两人合力把这对母婴平安护送上岸。

婴儿被救上岸后，由于呛水，呼吸
有点急促，侯建又守在岸边，和其他热
心市民细心照料，直到救护车赶来，他
才默默离开。

1.80米的小伙子， 说话温文尔雅，
一双眼睛透着机灵，典型的阳光男孩。
说起救人的这一幕，他还是有些羞涩。

侯建笑着说，他救人的时候，完全
是一种本能反应。 侯建的同班同学告
诉记者， 这个大男孩平时就对同学非
常热心，不管谁有困难，他都会主动帮

助。 他学习成绩特别棒，5岁就上了小
学，读完高一就直接参加高考，在大一
的时候还拿过三等奖学金。

今年刚满18岁的侯建告诉记者，
他是江西九江人， 但衡阳人善良勇敢
的性格， 让他备受感动，“衡阳就是我
的第二故乡。”2015年4月，南华大学城
建学院刘书用、 秦敬人两位学长在南
湖公园见义勇为成功搭救落水儿童的
事迹，也给自己跳水救人提供了勇气。
侯建还说，自己平时就喜欢游泳，水性
较好，并不是盲目救人。

“救命之恩,无以言报。”王艳红说,
她非常感谢侯建,“他这一跳,等于是救
了3个家庭”。

王艳红很清楚,假如那天没有侯建
冒险相救,这个幸福的家庭就将遭受毁
灭,“不仅是我们家, 孩子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家,怎么办?”

近日，南华大学在全校“五四”表彰
大会上授予侯建“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
号，并号召全校学生向侯建同学学习。

� � � � 5月10日，邵阳县河伯乡河伯岭，火红杜鹃花竞相绽放。 邓小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