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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郑旋
通讯员 樊思源）长沙市开福区“北富先锋行”
党支部主题日观摩暨党组织阵地规范化建
设讨论会近日举行，来自区直部门、街道、非
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的120余位党员围绕“成
就北富我建功 厚德开福我带头”积极建言。

近年来该区从打通联络、 帮扶渠道入手，
率先在全省从区内改非领导干部、离退休干部
中，选派25名政治素质高、党务工作熟、工作热
情高的同志作为首批党建指导员，负责联系指
导66家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福区98个社区
与76个非公企业、22个社会组织的党组织结成

对子，班子共建、党员共管、发展共促。
今年，区财政安排专项经费270万元，按

照有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
有制度的“六有”标准，推进非公企业和社会
组织党组织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 分期分批
开办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专题培
训班，提升其履职水平。

长沙医药健康产业园党总支书记胡学英
说：“在区里的引导下，去年7月我们成立党总
支，现已发展了7个党支部、72名党员,许多党
员在采购、质量、销售等核心部门的关键岗位
上，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芙蓉北路街道盛

世路社区对接的华润万家世纪金源店党支
部，通过“党员帮帮团”“做合格党员”等活动，
有效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016
年，该店销售额达2.38亿元。

目前， 开福区已发展非公有制企业907
家、社会组织285家，2016年，非公经济纳税
占全区54%，新增就业岗位占全区82.6%。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
勤 通讯员 李焱稠 罗国荣） 近日，29岁的刘
秉常在换届选举中， 当选为武冈市稠树塘镇
甘冲村党支部书记。武冈市委组织部介绍，该
市已全面完成村（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班
子得到明显优化，实现了“年龄降下来、素质
提上来、结构优起来”的目标。村级党组织委
员平均年龄为47.9岁， 其中书记平均年龄
49.8岁，分别比上届下降6.2岁、4.5岁。

在村级换届中， 武冈市紧紧围绕选优配
强班子，选好“领头雁”、配强“当家人”来谋划
推进。在确保换届风清气正的基础上，着力解

决原有班子年龄老化、能力弱化等问题。班子
人选以中青年为主， 每个村力争配备1名30
岁左右的年轻干部。 新提名人选必须具有高
中以上文化；重点将大中专毕业生、外出务工
经商能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创办人、农村致
富能手、转业退伍军人、大学生村官等选拔进
入村级班子。

对学历高、能力强、年龄低的基层党员，
武冈市高看一眼。全市近3年来通过“一村一
大”培养的144名农民大学生党员，成为乡镇
重点推选对象， 最后有127人当选为村级党
组织委员， 其中36人当选为书记。28岁的双

牌镇金盆村村民、 党员黄灿是致富能手，
2010年在村里创办越好日用品公司，吸纳60
余名村民就业。 镇党委书记和驻村干部多次
上门与其沟通，动员他参选。黄灿成为新一届
村党支部委员。

据统计，换届选举后，武冈市村级党组织
委员中，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15.4%，其中
党组织书记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23.8%，
分别比上届增加7.3、11.6个百分点； 新任村
级党组织委员中， 有外出务工经商能人103
名、农村致富能手535名。全市还选出女性书
记44名、委员311名。

通讯员 何云雄 何源昌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我叫蒋林增，51岁，对越自卫还击参战
退伍军人，现在身体已恢复劳动能力，两个
小孩也长大了，符合了脱贫条件，自愿申请
退出享受低保……”5月21日， 江永县潇浦
镇马河村村民蒋林增主动向镇政府递交了
一份“脱贫摘帽”的申请。

蒋林增1984年入伍，1989年退伍后，一
直在新疆、广东等地打工，当过保安，做过刀
具厂工人，因没有技术，常年打工只能干一
些廉价劳动的活。蒋林增对记者说：“开始几
年打工每月450元工资， 后来慢慢提高到
1000元左右，收入不高，但节俭点也能维持
一家6口人的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2009年3月， 夫妻俩骑
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蒋林增摔断了4根
肋骨，妻子一只手摔断，治疗期间，不仅把打
工的2万多元积蓄花光了， 两口子还落下了
10级伤残，于是蒋林增一家成为了低保户。

蒋林增介绍，困难时有政府救助，当然感激
不尽，但总不能一辈子依靠政府啊。这些年，
他一边干些轻活，一边锻炼疗伤，渐渐恢复
了劳动能力。

2015年，江永县按照脱贫攻坚计划，两
次免费把蒋林增送到省、市举办的水果种植
培训班学习，他很快就精通了一门柑橘种植
技术，当年就种下了18亩早熟蜜橘。他高兴
地告诉记者：“由于技术过了关，今年果树已
有少量挂果，果园里可以套种西瓜，还有一
笔收入。 妻子在县工业园的刀具厂上班，每
月工资2000多元，女儿当协警、儿子在外打
工。 这一笔数目算下来， 哪有脸面吃低保
啊。”

在潇浦镇纪委办公室，记者还看到另两
份申请退出低保的申请。潇浦镇纪委负责人
说：“像这样的人毕竟少数，仍有不少脱贫了
还想吃救助的人，对不符合条件的，将通过
清理整顿、民主评估、严格监督等程序，立即
‘请’ 出救助范围。 如有党员干部涉及违规
的，乡镇纪检部门将直接对其问责追责。”

� � � �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周红泉 符聪 ）
“虽然她不会说话， 但笑起来像天使一样可
爱。去这里点餐，一定要多给她们一点点时
间和耐心。”今天是全国助残日，不少长沙人
“朋友圈”里，流传这样一条微视频：一位前
台服务员微笑着对顾客比着手势，拿出餐卡
示意顾客选择。从下单、取餐到收款，她动作
娴熟，半分钟左右就全部完成。

“真棒，加油!”顾客伸出大拇指，点了大
大的赞。如果不是一旁的提示、偶然使用手
语，根本无法察觉到她们的“天使”身份。

这是发生在长沙五一西路湖南肯德基
蝴蝶餐厅的一幕 ， 它有一个美好的名
字———“天使餐厅”， 这里的员工中有一个
特殊的群体———她们或有听力或有智力障
碍，被大家称为“天使员工”。在全国助残

日到来之际，长沙市残疾人联合会为这家
餐厅授牌“长沙市残疾人就业示范基地”，
今后这里将为更多的残障人士就业、实习
提供机会。

据了解，微视频里的“主角”叫小秀，出
生不久就因病失聪，她曾先后在上海、深圳
工作过，以前“很少有同事沟通”，在这里，她
不仅担任训练员一职，还协助管理组面试前
来应聘的特障人士，体验到“爱与被需要”，
她收获更多快乐和自信，入职2个月，得到同
事和顾客认可。在这里，“天使员工”享受和
普通员工同等的晋升机会。

“最好的关爱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或赐
予，而是帮助他们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合适的
位置成就自己。” 长沙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
事长任铁强说。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蒋小飞

5月21日一大早，租住在永州市冷水滩
郊区的李贻军， 来到医院接替妻子唐秀兰，
照顾患重度地中海贫血病的女儿婧婧。11
岁的婧婧是他俩唯一的孩子，却是他们的养
女。为了给女儿治病，夫妻俩花费了全部心
血。

女儿的到来，家又完整了
3月18日是婧婧的生日，也是李贻军在

火车上捡到女儿的日子。
49岁的李贻军、50岁的唐秀兰是东安

县井头圩镇大福村人， 13年前， 他们辗转
来到冷水滩区做收购废品的生意。

2006年3月18日，李贻军到广西桂林市
办完事后，登上返程火车。列车经过广西兴
安县南塘车站时， 6号车厢突然传来一阵
骚动。

原来1小时前，有乘客请一位老人帮着抱
一名出生不久的女婴，结果一去不复返了。李
贻军看见女婴襁褓里夹着的一张纸条， 上面
写道：希望好心人收养这个孩子。李贻军不自
觉地把弃婴抱过来。回想起2004年，他的独
生儿子不幸溺亡，让李贻军痛不欲生。李贻军
觉得手中的女婴仿佛是上天的“礼物”。

“我一门心思想把孩子当作亲生的养。”
李贻军向记者回忆说， 自己把孩子抱回家
后，妻子唐秀兰也很惊喜。随后，李贻军夫妇
到民政部门办理了收养手续，给孩子取名婧
婧，出生日期填上：2006年3月18日。李贻军
说，因为女儿的到来，他们家又完整了！

为女儿治病，不离不弃
当李贻军夫妇为女儿的到来整天喜笑

颜开时， 却渐渐发现女儿与别的婴儿不一
样：她似乎总在睡觉，很少吃东西。

于是，李贻军、唐秀兰带着女儿多次到
永州和长沙等地的医院就诊，婧婧被确诊患
重度地中海贫血病，需要长期输血、吃药维
持，要医治最好做骨髓移植手术，光手术费
就要60多万元。还要找到合适的配型者，成
功率高的是婧婧的直系亲属。

看到检查结果，李贻军、唐秀兰的亲朋
好友都劝他们趁早把孩子送人，或交给民政
部门。他们也可抓紧时间再生一个。李贻军、
唐秀兰看着熟睡中的女儿，怎么也不忍心把
孩子送出去。最终，夫妻俩决定不再生育，再
苦再难，也要为女儿治好病。

然而， 为女儿治病的路漫长而艰辛。婧
婧每月都要到医院输血， 医药费三四千元。
婧婧还因为免疫力低下， 经常生病住院。为
了给女儿治病，11年来，李贻军、唐秀兰多方
寻找女儿的亲生父母，但杳无音信。

夫妻俩的废品生意，也因为经常陪女儿跑
医院，寻找女儿的亲人，而无心打理，一落千
丈。原本还算殷实的家，积蓄花光，债台高筑。

随着婧婧胳膊上的针眼越扎越多，她渐
渐长大了。现在，婧婧是冷水滩区一所小学6
年级学生。 她的班主任老师陈小青对记者
说，婧婧经常住院，但学习非常用功，主动找
老师和同学补习落下的功课，成绩在全班居
中上。

李贻军告诉记者，婧婧特别懂事，她知
道家境不好，自己治病要花很多钱。因此，她
生病时总是硬扛着，不让父母看出来。这次
住院，是李贻军发现女儿身体出现状况，“强
行”把女儿送到医院的。

现在，婧婧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她懂事地
对记者说：“我永远爱这个家，爱我的父母！”

每月奉上一场
免费高雅艺术演出

望城区启动“每月有约‘星’动
望城”音乐汇系列惠民演出活动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谢添）和谐的铜管齐奏响彻大厅，激昂的旋律
久久回荡， 今晚， 在长沙市望城区雷锋大剧
院， 近千名市民免费享受了一场高雅的音乐
盛宴。望城区今天启动“每月有约‘星’动望
城”音乐汇系列惠民演出活动，计划每月为市
民奉上一场免费的高雅艺术演出。

据介绍，此次演出活动由望城区委、区政
府组织，以话剧、音乐剧、舞剧、交响乐、戏曲、
歌剧等高雅艺术为主， 地点固定在雷锋大剧
院，每场演出时长约90分钟（原则为周末晚
上）。今年计划演出8场，市民每月可通过微信
公众号“望城发布”、“望城视界”或到望城区
政务大厅文体广电局窗口、 各乡镇街道政务
服务中心凭身份证免费索票。

今晚首场演出由加拿大巴兹铜管五重奏
乐队带来。该乐队创建于2002年，自成立以
来已演出1000多场，足迹遍布欧洲、美国和
加拿大等地，观众总数超过22.5万人次，更通
过电视台、 电台收获无数乐迷。 乐队擅长古
典、当代爵士、布鲁斯等多种曲风，2014年在
加拿大“年度保留曲目音乐会” 上一举夺得
OPUS大奖， 从此奠定了其魁北克地区最受
欢迎乐队的地位。

“组织该活动目的是让市民真真切切走
进高雅艺术， 近距离接触国内外优秀艺术团
队，在艺术欣赏中陶冶情操、提升素养。”望城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姚建刚说。

岳阳中院减刑假释
办案全程留痕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徐典波 徐

亚平 通讯员 许辉 李艳）5月18日， 岳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的减刑假释案件审判工作
新闻发布会称，该院所推行“阳光审理”机制
与“数字法院业务管理系统”中立案公示、裁
判文书网络公开，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使减
刑、 假释案件审理全程在“阳光” 下进行。
2013年至2016年，该院共收结减刑、假释案
件9368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100%。

近年来，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庭审机
制上，一改过去书面审理的“黑匣子”模式，建
立了人民陪审员参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
听，特邀廉政监督员监督等3项“阳光审理”
机制；案件审理过程与裁判结果均予以公开，
主动接受监督。目前，该院审理的所有减刑、
假释案件均有人民陪审员参与组成合议庭，
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与旁听的案件占50%，
不定期有特邀廉政监督员对已审结的案件进
行抽查、评议。

该院启用“数字法院业务管理系统”，实
现了收结案、审判流程管理、裁判文书公开的
信息化、网络化，大大提高了案件管理的能力
和效率。使用“数字法院业务管理系统”以来，
该院无一例减、假案件遗漏公示或文书公开，
更杜绝了减、假案件案号错漏、销号的现象，
做到了减刑假释案件办理全程留痕。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
讯员 杨荣波）5月21日上午，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在吉首市举行州政府智库成立暨
专家调研座谈会，湖南师大博士生导师凌宇
等来自全国各地及省内的40名学者， 成为
自治州政府智库的首批专家，并在座谈会上
为自治州的发展支招。

智库专家主要为宏观和战略专家、技术
和产业专家、管理和政策专家三大类。智库
的专家们认为，自治州最大的资源是绿色生
态，最大的特色是民族文化，要高举这两面
旗帜，将经济生态化和文化化，将生态和文

化经济化。专家们表示，用真情实意和真知
灼见，为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实可靠
的决策参谋。

《湘西自治州政府智库建设方案》也同
时出台。该方案明确了总体目标———聚焦全
州重点工作， 在创新发展思路、 谋划重点项
目、 链接外部资源、 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等方
面，不断取得进步。在《湘西自治州政府智库
工作规则》 中则明确了决策咨询的具体方式
方法———课题委托、课题评审、专题调研、重
大项目支持、个别访谈、专家授课和第三方评
估等。

开福区以党建促非公经济发展
去年非公经济纳税占全区54%，新增就业岗位占全区82.6%

年龄降下来 素质提上来 结构优起来

武冈村级党组织换届气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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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了，我申请退出低保”

这家餐厅有“天使员工”
爱和被需要让特障人士更自信快乐

11年来，东安县一对农村夫妇，为了患重度地中海贫血病的养女，倾其所有———

为了爱，永不放弃

自治州政府智库成立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5月 21日

第 2017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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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1040 3328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76 173 151548

3 9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5月21日 第2017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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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5827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035961
10 18341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28
67171

1172549
11025443

65
2423
44530
429601

3000
200
10
5

1109 22 28 3213

众人助脱贫
5月21日， 慈利县东岳观镇江西村， 工人在村民万宏元的屋顶安装10千瓦光伏发电组

件。万宏元的妻子患有尿毒症，儿子在读大学，96岁的母亲双目失明，他在外务工收入微薄，
是典型的贫困户。今年，对口帮扶单位县公路局帮助他获得了小型光伏电站扶贫项目。22日
并网发电后，年发电量可达1.2万多度，实现纯收入1.2万余元。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黎小湘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