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张福芳 李琎）今日，小雨过后，娄
底巿娄星区乐坪街道童家社区热闹起来， 老人在凉亭散步、
下棋，孩童在广场奔跑嬉戏，青年在器械区健身、打拳。随着
娄底“创文管卫”工作的深入推进，童家社区呈现出一派和谐
文明的新风尚。

娄底成功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审核后，于2015年启动
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通过开展以“做通情达理、文明有
礼的娄底人”为主题的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之星、文明
院落等创建活动，将创文管卫元素融入市民工作、文化、生活
中，全面激发了广大市民的参与热情。同时，加大对12个牵头
单位、34家重点责任单位和136家责任单位坚持开展常态化
督查。

通过城市文明氛围营造和监督推动举措， 实现了城市
面貌的整体提升。今年5月，国家卫生城市群众满意度调查
结果显示， 市民对娄底城区整体市容市貌和卫生状况的满
意率达92.48%。

娄底“创文管卫”提升品位
市民满意率达92.48%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吴钢 盛正）
用3年时间，引进各类产业人才2000名以上；对符合条件的
企业引进的紧缺人才，最高将给予500万元奖励；入选人才
计划最高可享100万元安家补贴……今天上午， 湘潭市召
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产业人才引进三年行动计划。

该计划提出，湘潭将支持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用人单
位引进急需紧缺人才，以加快建设中部崛起“智造谷”，积
极对接“中国制造2025”“湖南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
划”，壮大智能装备制造产业，优先发展汽车及零部件、新
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食品医药4大重点产业，加快金融、
商贸流通等园区建设和各类产业发展。

对引进来湘潭落户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以
及外籍院士等， 每人给予500万元奖励； 没有在湘潭落户
的，每年在湘潭工作全年工作日一半的，给予100万至200
万元奖励。

未来3年
湘潭将引才2000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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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蔡东赢 袁鹤立） 一湾清水绕村
过，两岸碧绿群鸟飞。这是6月13日，记
者在益阳市资阳区黄家湖国家湿地公园
看到的美景。据介绍，该公园总面积3.4
万亩，里面野生动植物得到了很好保护，
目前已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虎纹蛙、
白尾鹞等7种，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莼菜，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菱、 乌苏里狐尾藻
等4种。

建好地处资水尾闾、 南洞庭湖之滨
的黄家湖国家湿地公园， 是资阳区保护

绿色生态的举措之一。 该区大力推进绿
色发展， 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
环境。目前，全区林业用地24.5万亩，是
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区、 国家级洞庭湖
湿地生态保护区， 也是我省两个省级环
境质量优良县区之一。

近年来， 资阳区以创建全国绿化模
范县为契机，先后投入约6亿元，用于林
业生态和城市绿化建设。 国土绿化实现
林地面积、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城
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5大指标增速位居
益阳市第一。 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全

市最高，是全省平均的1.7倍。去年被授
予“全国绿化模范区”称号。

通过保护生态、发展绿色产业，资阳
区为百姓致富开辟了新路。 该区现有省
级林业龙头企业9家， 是全省县区平均
数的2.8倍。苗木花卉产业是其传统
优势产业,�近年来,该区通过引进资
金与技术， 苗木花卉产业实现标准
化生产、 规模化经营， 效益大幅提
高。 目前， 全区苗木花卉种植面积
3.5万亩， 生产面积在100亩以上或
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

68家。苗木花卉从业人员1.2万余人，年人
均收入达8.2万元。 在苗木花卉产业带动
下，该区以迎风桥镇、长春镇为主 ,� 以319
国道、益沅线为主轴向周边辐射，初步形成
了大户贩销、物流配送等多业态产业链。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杨万里 蒋素琴）日前，永州市零
陵区纪委、区监察局对该区珠山镇非法采
洗矿和洗矿废水直接下河，富家桥镇栗山
铺村养猪场污染环境等环境违法事件中
履职不力的相关责任人， 一次追责32人，
其中诫勉谈话党政主要负责人15人，政纪
立案17人。 这是该区为呵护碧水蓝天、保
护生态环境而打出的重拳之一。

零陵区是农业大区， 也是锰矿开釆

区、生猪养殖大区。近几年来，该区将保
护环境与巩固创卫成果、建设园林城区、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保护母亲河、治理石
漠化、改善民生等结合起来，先后多方投
入资金20亿元，大力推进“三边”造林、
荒山绿化工程，已治理石漠化土地1.2万
亩，在石岩头、珠山、梳子铺等乡镇矿区
复绿0.8万亩，造林13.3万亩，绿化乡村
道路200余公里。

同时，该区禁止水库投肥养鱼，所有

水库水质达到Ⅲ类以上标准。 全区原有
507个行政村，村村建起了垃圾回收站和
垃收处理站， 并聘用专职保洁人员近
2000人。在城乡，还活跃着各类环保志愿
者8000余人， 他们每周定期不定期到潇
水河两岸或城区街道开展环保志愿活动。

在城区， 零陵区还以创建园林城区
和囯家森林城市为目标， 新建绿地2000
多亩、绿色小游园15个，新建改建生态公
园5个， 对南津路等9条主要街道全部按

高标准进行绿化靓化美化，建成生态园林式
单位50余个。今年4月以来，全面整治环境
突出问题， 依法从严查处了非法采洗锰矿、
将洗矿废水排入河中等一批违法行为，强行
拆除采洗机组47台。此外，还对环保未达标
的4处大型养殖场依法予以关停。

目前， 零陵区森林覆盖率达55.7%，该
区邮亭圩、 黄田铺等10个乡镇被评为省级
生态乡镇，竹园背、香零山等103个村被评
为省、永州市生态村。

国土绿油油 清水绕村流
资阳区：苗木花卉种植3.5万亩，荣膺“全国绿化模范区”称号

处处栽新绿 踱步赏园林
零陵区：涌现10个省级生态乡镇，103个省、市生态村

衡东：重奖新型工业化企业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罗华 周巍 ）6月13日， 衡东县
委、 县政府拿出130.8万元专项资金，对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世纪钨
材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在推进新型工
业化中表现优异的企业给予奖励。今年
初，衡东县出台《推进新型工业化专项奖
励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对新增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上市企业、技术改造企业进行
扶持奖励。其中，对主板、中小板和创业
板、新三板上市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80
万元、20万元、10万元，以推进衡东资本
市场发展，提高区域融资比重。

望城：应急联动机制解民忧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李曼斯 冯智

强）“星城派出所附近一栋建筑外墙上的
空调架摇摇欲坠，得赶紧处理。”近日，望
城王先生的一则非警务投诉电话打到了
110接警平台。 后台工作人员通过全员
人口网格化系统，20分钟后问题得到了
妥善处理。 在人口计生网格化管理系统
和全员人口管理系统的基础上， 望城将
全区划分为529个社会综合治理网格，
搭建网格系统。同时，融合交通、治安管
理等相关数据资源，搭建了“分级响应、
联动处置”的总体框架。

桃江：表彰第三届道德模范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刘鹏)6月13日，桃江县第三届道
德模范颁奖典礼隆重举行，9名道德模范
和10名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获得了
表彰奖励。 有在倾盆大雨下从泥石流中
冒死背出7名村民的党员小组长；有省吃
俭用， 将自己的退休工资和儿女的孝敬
钱全数捐赠给五保户、 特困户和贫困学
生的退休职工； 在身患绝症多年仍坚守
讲台的乡村老师……从2011年开始，桃
江在全县范围内评选表彰道德模范，本
次评选活动， 产生了助人为乐、 见义勇
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共5个
类别的道德模范。

新田：爱心企业慷慨献爱心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新瑞 邓张立 邓冬梅）“谢谢你
们的爱心捐赠，我们有了新课桌椅……”
6月13日， 新田县十字中心小学学生胡
东萍激动地说。据了解，广东湖南商会
家具协会、广东狮子会恒顺服务队联系
新田县教育基金会,了解到该县十字中
心小学、门楼下学校课桌椅老旧，急需
更换后。 两家爱心企业及时伸出援手，
为两所山区学校学生捐赠价值30万元
的新课桌椅1350套以及学生双层铁床、
不锈钢饭桌等用品。爱心人士还向20名
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每人发放了1000
元助学金。

新闻集装

48岁电力员工无偿献血17年———

全身“换”了7次血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张恬

身材高大， 气色红润，6月12日，记
者在国网长沙县供电公司见到了“献血
达人”朱皞。在“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
际，他正忙着组织志愿者无偿献血，奉献
爱心。

朱皞是电力系统的一名普通运维
工。2000年至今，共参加无偿献血83次，

捐献血液将近30000毫升， 相当于全身
“换”了7次血。当年，出于好奇，朱皞第一
次踏上了义务献血车，“第一次献血还是
有点紧张。”

有一天， 朱皞偶然间看到群里的一
条信息： 湘雅二院接诊的一个孕妇大出
血，需要大量用血，血库告急。他拔腿就
往最近的流动采血车跑。“做好事， 能救
人！”如此朴素的信念，支撑着朱皞在无

偿献血这条路上一走就是17年。从最初
的每年献两次全血， 到后来每个月献两
次血小板，按一次2个单位血小板在临床
上能使两名成年患者免于失血过多的比
例计算， 因朱皞的善举而重获生命希望
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人。

2014年，朱皞获得湖南省无偿献血
个人银奖；2016年， 又荣获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金奖。

在朱皞的影响下， 国网长沙县供电
公司越来越多爱心志愿者投身慈善公
益， 每年有超过150人参与到无偿献血
的队伍中来。

“最美献血者”感动巴陵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黄文江 彭竹峰）6月11日，岳阳
市举行庆祝“世界献血者日 ”暨第二
届“寻找岳阳最美献血者”大型公益
评选表彰活动。“最美献血者” 徐金
娥、“最美公益团队”岳阳市一人民医

院、“最美组织者”陈细辉等获奖者上
台领奖。

今年4月，岳阳市文明办、市卫计委、
市政府献血办等共同启动“寻找最美献
血者”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执委会推选出
一批无偿献血志愿者和公益团队进行评

选， 微信投票关注达到了147万多人次，
网络投票近24万张。 本次活动共评选出
邓劲等20名志愿者被评为“最美献血
者”；曹坤等16名志愿者被评为“最美献
髓者”；蔡远鸣等20名志愿者被评为“无
偿献血最美志愿者”；陈细辉等20名志愿
者被评为无偿献血最美组织者； 岳阳市
公安局等30家单位被评为“岳阳市无偿
献血最美公益团队”。

一天献血10万毫升
邵东大型无偿献血活动月启动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陈程 魏小青）6月13日
上午， 邵东县会议文化中心广场人头攒
动，该县“万人宣传、千人献血、百人宣
誓” 大型无偿献血活动月启动仪式正在
举行。已连续8年无偿献血的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邵东分公司客户经理李辉，
走进活动现场献血车献出400毫升血液
后表示，将一如既往坚持献血。

据了解， 邵东县组织开展了历年来
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献血活动。当
天，有38支无偿献血队伍共1200余人参

加活动启动仪式， 他们是来自全县县直
机关、驻邵东企事业单位以及各乡镇、街
道的干部职工和献血志愿者。其中，由邵
东县人民医院200余名白衣天使组成的
无偿献血队伍格外引人注目。

闻讯而来的当地群众也纷纷加入无
偿献血爱心队伍，在献血报名处，献血者
排成了几条“长龙”。截至13日下午3时
30分， 已有400多人参与了无偿献血，
310余人成功献血，3台献血车共采集血
液10.2万毫升。

6月14日是第十四个“世界献血者日”，郴州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活动当
日，200余名群众踊跃献血，献血总量达83200毫升。 李加诺 邓远菊 摄影报道无偿献血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丹青 吴
鹏翔）昨天下午，岳阳市岳阳楼区70多位文化志愿者组织的

“坠落与升起———关爱农民工子女魏育勤专场诗歌朗诵
会”，在岳阳市二人民医院举行。7位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朗诵
的主题诗，让魏育勤及其家人再次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去年11月19日，农民工子女、岳阳楼区康岳小学六年级
学生魏育勤，玩耍时不幸坠入18米深的通风井。在各界人士
大力帮助下,� 小育勤被及时救起。 经过岳阳市二医院半年
多的精心医护，多处骨折的小育勤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为歌颂人间大爱，鼓励魏育勤战胜伤痛，岳阳楼区文体
新局、 区文联、 枫桥湖街道办事处等组织了这场诗歌朗诵
会。站前小学生罗晓语、石玺钰、虢倩、邹愉佳分别朗诵了诗
歌《我们记住了，魏育勤》《让我们一同微笑》；志愿者吴媚平
朗诵了《你的天空一定要飘着云彩》；岳阳电台主持人方琳
朗诵了诗人李海英的长诗《坠落与升起》。

湖南省安全教育中心、康岳社区向魏育勤捐了款，站前
小学学生给魏育勤赠送了书籍。 魏育勤的母亲向岳阳市二
医院、岳阳楼区消防大队、康岳社区、康岳小学赠送了锦旗；
魏育勤现场深情吟唱《感恩的心》以表谢忱。

“你的天空一定要飘着云彩”
岳阳举行关爱魏育勤专场诗歌朗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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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4日 第2017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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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15 0121 24 25 26 27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14日

第 2017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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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 1040 11221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123 173 367279

2 58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58 0 8 3
排列 5 17158 0 8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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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068 07 08 19 24 27 06+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1
下期奖池：3622286671.83（元）

10000000 10000000

60000006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