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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罗先国）“去年这样的地
每亩年租金不到200元， 今年没有600
元，肯定租不到。 ”6月22日，黄志伟指着
眼前一块“新”稻田说，这块地面积250
亩，今年才整修，沟渠还在建，年内可达
到标准化农田建设要求。像这样的地块，
今年要完成整修1.4万亩。

黄志伟是常德市西湖管理区组建的
融资公司———丰润公司的负责人。 他介
绍，这块地以前是沼泽地，有几个池塘，

利用率不高。 村民无法投入大量资金整
修土地。西湖管理区以前是个农场，基础
薄弱，抵押物少，财政资金又只能勉强维
持运转，也很难投资整修土地。 但现在，
该区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交通四通八达，
水利设施不断完善，进驻企业越来越多，
建成了一批产业园。这样的变化，受益于
农发行常德市分行率先在西湖管理区大
规模推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今年，该
行首批一次性给西湖管理区贷款2亿多
元，为期15年。 而以前，该区一年各种贷

款也只有几千万元。
贷款到位后，西湖管理区实施高标准

农田改造，农田排灌效益明显提升，作业
成本下降、 粮食增产， 并通过套养龙虾、
鱼、泥鳅，加大富硒稻播种面积，每亩年增
收1000元以上。 通过农发行支持，该区
一期流转土地2.9万亩， 按照每亩每年
550元计算， 单租金每年将给农户带来
收益1595万元。另外，带动了社会投入，
吸引了企业进驻，促进了产业升级。

农发行常德市分行行长谭炳仁说，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一直是信贷支持
的盲区，严重制约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西
湖管理区创新推出大规模土地经营权抵押
贷款， 将为全面推行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
贷款积累经验。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肖祖华 戴
勤 通讯员 周玉意 付顺秀）“要不是你们
替我讨回公道，我真的是有冤难申啊。”6月
18日，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司法所，当
地村民安春良特意前来道谢。今年初，安春
良在河边钓鱼时，鱼竿与高压线产生接触，
当场被电击落水，伤情严重。 事发后，相关
单位推诿责任，在儒林镇司法所帮助下，安
春良终讨回了公道。

这是城步司法部门普法护法的一个
例子。近年来，城步司法部门以维护社会稳
定、服务苗乡经济社会发展、满足苗汉同胞
法律需要为目标，大力推进“平安城步、法
治城步、文明城步”建设。 他们创新普法宣
传形式，改编苗乡歌曲，让禁毒歌曲、法律
知识唱得家喻户晓，并采用戏剧普法、开设
法律大课堂、设立“法制副院长”与“法制村
主任助理”等，织就普法宣传网。

目前，城步在所有县、乡镇医院都设了
“法制副院长”，在所有行政村设了“法制村
主任助理”，并建成村（居）民法制学校294
所。近4年来，“法制副院长”累计在各医院上
法制课105堂，调处医患纠纷28起，预防和
化解医患纠纷苗头29起， 为医院提出法律
性意见68条。 有19个村(社区)分别获评全
国、全省及邵阳市“民主法制示范村(社区)”。

同时，城步司法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组

建法律服务队走村入户，主动上门开展普法
宣传、调解矛盾纠纷、提供法律援助等。还建
立社区矫正中心，做到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
并举，依托集体、个体企业建立安置帮教基
地，摸索出组织、协调社会力量共同帮教的
新方式。 2015年以来，县司法局先后被评为
全国“六五”普法先进单位、全国法治县创建
活动先进单位。 前不久，县司法局又被评为
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韶山13个项目集中签约
协议总投资60余亿元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刘湘利） 项
目潮动， 发展跃动。 昨天， 13个项目在伟人故里韶山集中
签约， 协议总投资60余亿元。 这是韶山继5月底8大项目集
中开工后的又一喜人成果， 充分展示了韶山以“项目” 为
抓手， 推动产业发展壮大， 提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

此次集中签约的13个项目， 涵盖文化旅游、 现代农
业、 新型工业、 社会事业等多个方面。 其中， 有9个是文
化旅游产业项目， 且各具特色， 如景域集团与韶山旅发集
团签署的平里村旅游扶贫开发项目， 将打造湖南首个景区
型田园综合体、 全国红色文化教育体验区、 全国农创产业
扶贫示范区、 国家智慧型5A级景区标杆。

除旅游项目外， 由华润五丰公司投资建设的韶山五丰
湘禽全产业链扶贫项目、 韶山恒升机械有限公司投资的石
墨烯提纯设备项目等都将成为韶山新的经济增长点。

�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金慧 陈雅) 今天上午， 宁乡经
开区举行第四季“蓝月谷之夏” 产业活动季启动仪式暨特
色产业平台授牌仪式， 经开区被授予湖南留学人员高新技
术创业园、 海归博士湖南创新创业基地、 中韩美丽产业文
化交流中心、 中国湘菜产业园、 深圳新材料在线驻湖南办
事处5大特色产业平台。

“园区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平台， 在互联网时代， 宁乡
经开区将重点探索平台升级， 吸引高端企业、 高端人才入
驻， 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宁乡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戴中亚介
绍， 通过搭建5大特色产业平台， 宁乡经开区将赠送资金、
技术、 人才等“大礼包”， 让入园企业及创业者享受到实实
在在的平台和政策“红利”。

据悉， “蓝月谷之夏” 是宁乡经开区为促进园区转型
升级及产业差异化发展而量身打造， 自2014年启动以来，
前三季共引进各类产业项目超过100个， 揽资逾400亿元，
格力电器、 海信电器、 湖南粮食集团、 中建科技等重量级
大项目纷纷在园区扎根落户。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连日大雨，洞庭湖水位急涨，许多
湖洲湿地均已被淹没。 每年汛期，麋鹿
等野生动物难以度日。现在它们可都安
好？

6月26日13时许， 岳阳市江豚保护
协会志愿者范钦贵、付锦维、刘元满吃
过午饭，便穿上雨靴、带上雨具，从新安
闸码头出发，在洞庭湖巡查。

付锦维小心翼翼驾驶着冲锋舟。范
钦贵、刘元满一路目视前方，紧盯一切
野生动物可能被困的水域。他们一边拍

摄，一边将现场情况向江豚保护协会秘
书处进行图文直播。

冲锋舟穿过一片片芦苇荡。14时44
分，3位勇士来到七星湖水域南洲芦苇
场八一站。 眼尖的志愿者发现有2只鸟
儿被困于“地笼王”，大伙连忙救护。 经
电话咨询东洞庭湖保护区鸟类专家姚
毅，此鸟为丝光椋鸟。 志愿者对鸟儿细
心检查，见鸟儿未受伤，便当场将其放
飞。

而后，大伙在湖中露出水面的一块
高地发现一动物被困， 因首次遇见，不
知其名。付锦维即刻电告江豚保护协会

秘书处。协会高级兽医师谢拥军告知大
家：“这是貉子，又称狸，昼伏夜出。如果
不是因涨水被困，平时很难见到。 ”

湖中几块高地被人为占据，水位继
续上涨， 洞庭湖的野生动物将何去何
从？“被困貉子和鸟儿如果没人救护，水
继续涨，它们就会淹死。 ”付锦维惆怅地
说，“希望占据湖洲湿地的人能主动离
开， 给洞庭湖的野生动物腾出生存空
间，让它们快乐地生活在这里。 ”

截至目前，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近
6年共成功救护、放生黑鹳、东方白鹳、
麋鹿、中华鲟、江豚等野生动物393只。

长沙举行全省遗体整容师
职业技能竞赛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何波） 6月
18日至24日， 全省遗体防腐整容师培训暨全省遗体整容师
职业技能竞赛在长沙明阳山殡仪馆举行， 来自全省各市州
的51名选手参加了培训及实操比武。 最后， 来自长沙市殡
葬事业管理处的周哲获得个人一等奖， 舒登高、 邓米娅、
胡杨波等5人分获二、 三等奖。

遗体防腐整容技能直接关系民生福祉， 国家不久将举
办全国第二届遗体整容师职业技能竞赛， 为了提高行业技
能水平， 促进交流学习， 发现选拔人才， 省民政厅、 省殡
葬协会从民政部、 长沙民政学院请来专家授课， 对学员培
训遗体识别、 个人防护、 遗体整形、 遗体修复缝合、 遗体
化妆技术理论等， 理论结合实际的讲课含金量高， 学员听
得专注、 学得认真。

省会：
启动戒毒康复创业工程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陈永刚）
昨天， 湖南戒毒康复创业就业孵化器工
程启动仪式在长沙新开铺强戒所举行，
该项目将为戒毒人员搭建创业就业平
台，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这是我省第一个
面向戒毒人员的创业就业支持平台，由
省戒毒管理局主办， 以新开铺强戒所为
基地，芒果V基金提供媒体、社会资源支
持。 该项目一方面将引进一批医疗、心
理、 教育、 社工服务等公益人士来所服
务，从整体上提高戒毒工作质量；另一方
面将为戒毒人员搭建创业就业平台，成
立戒毒人员创业就业基金， 为其创业就
业提供智力、资金、就业岗位等支持。

娄底：
让“打铁人”腰杆更硬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周俊 黄首记
李文博）6月25日，娄底市1150余名纪检
监察干部， 分别走进娄底市委党校考场
和涟源、新化等4个县市区分考场，参加
全市统一组织的党纪知识闭卷考试。 为
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综合素质和执
纪能力，让“打铁人”腰杆更硬，娄底在组
织多轮自学和集中学习的基础上， 对全
市纪检干部集中开展党纪条规理论知识
闭卷考试。考试内容以《中国共产党纪律
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湖
南省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执纪“十不准”》
为主，涵盖廉洁自律、作风建设、监督管
理、纪律处分等党纪条规。

永州：
成立首个村级义工团队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张玉成) 6月24日下午， 永州市
义工协会的10多名义工， 来到东安县白
牙市镇宥江桥村， 同村里义工队的20多
名义工一起， 看望高龄老人和义务大扫
除。 永州市义工协会授牌该村为全市首
个义工“爱心基地”，标志着永州义工服
务正式向基层延伸，向农村发展。宥江桥
村民风纯朴、邻里和睦。该村村支两委近
日换届， 雷建明当选为新一届村委会主
任。在他的倡议下，一批有爱心的村民自
发组织起来， 成立了永州市第一个村级
义工服务队，入队义工达38人。

沅江：
为“孤岛小学”改造住房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通讯员 谢乐
夫 记者 杨军）今日，沅江市共华镇宪成
小学十几位教师先后搬进了由市教育局
投资近40万改造后的教师宿舍。 一名老
师说：“住宿楼的改造， 让我们更有获得
感、归属感、幸福感。 ”该校地处沅江市北
部一个偏远的小村，有“孤岛小学”之称。
住宿条件差， 一般教师都不愿意来这里
从教。为此，沅江市教育局对宪成小学教
师住宿楼进行基础装修， 并给每间宿舍
配备了热水器、衣柜以及电脑桌等设施，
极大地改善了教师的住宿条件。

大规模推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常德农发行信贷支持给力

新闻集装

江豚卫士：汛期巡湖救下鸟与狸

通讯员 吴红艳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阿婆， 你把体温表夹紧……”近
日，花垣县十八洞村卫生室，一个俊朗
的青年村医正为一位苗家阿婆看病。

39岁的村医刘青书，精心守护着苗
寨群众的健康， 是乡亲们最亲最爱的
“玛汝医生”（苗语，“好医生” 的意思）。
刘青书把卫生室设在家里，服务细心周
到，还常常上门治病。

去年11月，该村梨子寨一位70多岁
的老人病重，无法到卫生室就诊。 刘青
书得知后， 连续两个月每天至少3次背
着药箱上门治病。

村民施六金告诉记者，去年冬天的
一天深夜，他老母亲突然晕倒，闻讯飞
奔赶来的刘青书顾不上喘一口气，连忙
进行应急施救。“那天， 要不是青书赶
来，我怕是再也见不到娘了！ ”谈及此
事，施六金眼睛噙着泪水。

刘青书的父亲是一名老中医。1999
年，刘青书从衡阳市卫校毕业后，回到
村里开始跟着父亲行医。 10多年来，刘
青书始终把孤寡、留守老人与贫困家庭
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有钱没钱，治病在先。 ”村民杨超
文说，以前家里穷，每次看病都欠着医
药费。 有时一年半载他都拿不出钱来，
刘青书也从不催促。

2014年， 花垣开始精准扶贫工作，
县里筹资对各村卫生室进行升级改造，
免费配备听诊器、血压计等常用医疗设
备，还统一配送药品，实施免费治疗。刘
青书特意把家里最好的一间房让出来，
用作医疗室。

今年2月， 省第二人民医院进村设
立远程医疗点，刘青书又腾出家里的一
间房，用来放置设备。 村民们患疑难杂
症，他及时打开电脑视频窗，联系省城
专家进行“面对面”诊断，然后在专家指
导下为患病村民治疗。

70多岁的苗族老支书杨伍玉说：
“我们脱贫了，也有青书的功劳，他是我
们十八洞的‘玛汝医生’！ ”

第四季“蓝月谷之夏”启动
5大特色平台等你来

老百姓的故事 十八洞的“玛汝医生”

� � � � 6月25日， 湘西经济开发区吉凤街道捧捧坳社区， 居民在欣赏民俗墙绘。 为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 该区邀请绘画师在该社区道路、 民房等墙体上绘制民俗图案， 扮靓村
寨。 刘振军 张术杰 摄影报道

墙绘扮靓苗寨

城步司法普法护法暖苗乡
实现县、乡医院“法制副院长”和“法制村主任助理”全覆盖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846521
0 2816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8
844
8241

8
23
209

2130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4858
96971

365
245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6月26日 第2017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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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304 05 14 17 25 27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26日

第 2017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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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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源老党员朱国初
主动申请退出低保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李志光 杨卫星） “这几年， 感
谢党和政府对我的照顾， 让我享受低保， 渡过了难关。 我
现在生活过得去， 不能给党和政府添麻烦， 请把我的低保
取消吧。” 近日， 涟源市湄江镇塞海村年逾古稀的老党员、
低保户朱国初拄着拐杖来到村部， 向村委会提出退出低保。

朱国初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前些年退休后， 仍热心
参与村里公益事业。 4年前， 他妻子患子宫癌， 花费巨额
医药费， 且需长期服药。 在他急需帮助时， 当地政府给予
他家低保救助。 目前， 他的4个子女经济条件有所改善，
因此他申请退出低保， 把机会让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