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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邓华良 陈徐恩） 今天上午，“百
名专家投智岳阳” 首批高层次人才来岳
阳柔性挂职启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胡忠雄与49名来挂职的知名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座谈时希望：“学
有所思，事有所成，情有所融。 ”近2年来，
岳阳市强力推进“巴陵人才工程”，已累
计引进各类高精尖人才1500余人，带动
全市引进各类人才2万余人。

岳阳市把握国家“增长节点”和全省
“第一极”战略定位，推进“巴陵人才工
程”。 投入4000多万元，建成湘北最大的
人才市场； 市本级设立人才发展专项经
费，每年预算2000万元。 同时,督促各县
（市）区和用人单位加大投入，目前，全市
人才发展专项经费总量达近2亿元。 市
委、市政府领导多次率队赴武汉、深圳等
地开展“四海揽才”活动 ,并积极引导各
级各部门狠抓人才工作。

该市强化创业支持，对于创业人才，
给予最高可达5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
最高100万元的科研资金补助和最高
180万元的贷款贴息； 加大创新资助，对
全职引进的领军人才、 高级技术人才和
高成长性优秀青年人才，给予最高100万
元安家补助，并分月给予1000至3000元
生活补贴；提供引智补贴，对柔性引进的
领军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 分别给予50
万元、30万元的工作补助； 加强人才激

励， 对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增收等方
面为岳阳作出重大贡献的创新创业人
才，给予最高可达100万元的政策奖励。

岳阳市先后搭建院士工作站、 工程技
术中心等创新平台200多家，引进吴慰祖、
舒兴田、官春云院士等领军人才18名，引进
教授级高工等高端人才821名，目前全市人
才总量增至33万人， 人才和科技对经济发
展贡献率达到54.9%。“巴陵人才工程”入选
全国基层人才工作创新优秀案例。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徐德荣 成俊
峰 唐曦 刘杨）“以前我们砍树卖钱，山
被砍得成了‘癞子头’。现在大家意识到，
保护好生态才能发展久远。”6月22日，常
宁市塔山瑶族乡狮园村村民刘宗任，冒
雨上山察看树苗。他说，要好好保护今年
种下的4000株杉树苗。

塔山瑶族乡属高寒山区， 曾被称为
衡阳市“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生产资料极
为缺乏、瑶民生活极为贫穷”的“三极”地
区。 部分村民曾把“砍树换钱”当作主要
收入来源，偷砍乱伐现象严重。还有人把

珍稀的红豆杉、黑松等植物偷挖卖钱。
2014年， 塔山瑶族乡十四届人大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保护生态环境、建设
美丽瑶乡》的决议，明确生态保护红线，
其主旨就是还绿于山。 乡里先后争取到
“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人工造林中幼
林抚育”“南部生态功能区公益林” 等项
目资金， 并对贫困户新造茶园给予茶苗
和肥料补贴。 同时， 设立生态环保贡献
奖， 评选表彰生态环保模范， 激发村民
保护生态的积极性， 逐步引导大家由
“砍树卖钱” 转变为“花钱护绿”。

如今的塔山瑶族乡， 村民自费购买
树苗和花卉栽种蔚然成风。 据统计， 近
3年， 全乡新植补植树苗110万余株， 恢
复森林面积9600余亩， 生态明显好转。
乡里成立由19名护林员组成的护林队，
定期进山巡查， 防止盗砍乱挖树木和森
林火灾。

塔山瑶族乡党委书记彭小冬介
绍， 鸟语花香， 生态好转， 也促进了
村民收入与生活水平提高。 近年来，
该乡大力发展茶树种植， 新建、 复垦
高山有机茶近3万亩， 年产值达1.5亿

元， 已有1000余户农户加入到15家茶
叶合作社 （公司） 中。 同时， 优美的生
态环境也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目前， 塔
山瑶族乡生态旅游初具规模， 年接待游
客30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达2000万
元。

株洲：公开销毁毒品68.7公斤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阎俊）6月26日，

株洲市公安局公开销毁毒品68.7公斤。本次活动统一销毁的
是2012年以来株洲市已结案件所缴获的毒品，包括冰毒27.3
公斤、麻古37.7公斤、K粉0.9公斤、其它毒品2.8公斤，还销毁
了239.28公斤易制毒化学品。 整个销毁毒品过程中的封存、
押运、销毁等都在株洲市检察院和市公安局督察支队、法制
支队等部门的监督下进行， 所有毒品销毁均在市环保部门
协助下采取无害化处理。

新化：整治“为官不为”干部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周俊 伍实强）据新化县纪委6月

27日通报，县财政局3名干部因村级财务清理审计工作不细
致，被通报批评。 新化县今年全面开展“作风建设深化年”活
动，充分利用纪检监察信访举报、政府门户网、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受理群众举报投诉，深入治理不敢担当、工作失职、
效能低下等15种“为官不为”行为。 对查实的“为官不为”行
为，视情节给予约谈提醒、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调整岗位、
辞职解聘等组织处理。

天心区：廉政文化进社区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林雅芝）“作

为妻子，我有义务提醒你，遵纪守法，防微杜渐……”昨天，天
心区廉政文化进社区暨共建共创志愿服务活动，在一封妻子
写给公务员丈夫的廉洁家书中拉开帷幕。 新开铺街道相关
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以“丹青传廉政，泼墨扬清风”为主题，
将念一封廉洁家书、读一份廉政诗词、拍一帧廉政作品、诵一
篇经典国学、写一幅廉政书法、讲一堂廉洁党课、播一场廉政
电影等“七个一”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社
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蒋静 ) 今日， 在永州市
冷水滩区伊塘镇茶花村， 一幅巨型稻
田画卷沿着高架水渠台徐徐展开， 大
批来自城里乡村的游客， 被这独具特
色的“艺术稻田” 所迷醉。

这片巨型景观稻田， 左上方用红
叶稻勾勒出一个眺望远方的“伊人”
美女头像， 下方则用绿叶稻填出了
“伊人茶语” 4个字， 周围环绕着9朵
形状各异的茶花。 其中“伊人” 人物
图案有50米长、 25米宽， 是湘南最大
的稻田人物图案。 这片面积约140亩
的稻田艺术画卷， 成为了茶花村的一
张金名片， 每天吸引了成千上万名游
客前来欣赏。

茶花村是“黑美人” 西瓜和优质
稻种植基地， 近年来， 该村在改“民
居为民俗” 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春赏
百花、 果蔬采摘、 荷塘留影、 稻田艺
术等“农” 字牌游乐项目， 将“伊
人” 民俗文化村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
致。 游客纷至沓来， 农庄、 民宿等一
系列各有特色的农家乐生意火爆。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闻得莲开结伴游， 笑隔荷花共
人语……” 近日， 在郴州市苏仙区栖
凤渡镇河头村， 1000多亩荷花盛开。
红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 有的恣意
怒放， 有的含苞待放， 每天吸引各地
游客前来观赏， 双休日达数千人。

荷花不仅引来了游客， 也带来了
不少商机。 “我靠卖饮料和农家小
吃， 每天赚200多元呢！” 借助荷花，
河头村村民李毛在村内支起一个小摊
子， 花期初始， 他已赚了好几千元。

河头村村民曹忠深看着荷园里络
绎不绝的游客， 笑眯眯地说： “以前
都是拿田种水稻， 觉得种荷花不划
算。 当初村里说要流转田地去开发荷
花基地， 我们还不愿意。 现在看来，
是我们观念旧了。”

说起种荷花， 河头村的莲山庄园
去年带了个好头。 该庄园负责人曹显
鸿介绍， 种荷花除了能收获莲子、 莲
藕、 荷叶外， 更重要的是可以吸引游
客来赏花。 他还在80亩荷塘里养了
2000多公斤龙虾、 500多公斤鲤鱼、
500多公斤泥鳅， 以生态养殖获得更
多经济效益。

河头村的干部告诉记者， 为带动
农民增收， 他们依靠西河水生态风光
带发展乡村旅游， 采用“党支部+合
作社+村民” 的模式， 通过种植荷花
等， 激活乡村观光游。

岳阳引进人才群贤毕至
“百名专家投智岳阳”首批49人到岗挂职

新闻集装

从“砍树卖钱”到“花钱护绿”

常宁塔山复绿人笑鸟欢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黄爱华

6月27日，一群游客来到紫鹊界梯田
入口时， 一个根雕小店吸引了大家的目
光。那些栩栩如生的根雕，让大家流连忘
返。

小店的主人叫奉湘波， 是一名1982
年出生的残疾青年，因患小儿麻痹症，走
路不便，初二辍学。 生在山区，残疾之身
如何生存？ 必须要有一技之长！ 2003年，
21岁的奉湘波， 含泪告别卧床不起的71
岁父亲， 踏上了浙江宁波专业学习木雕
之旅。在宁波整整8年，为了学艺，他连父
亲亡故也没回家见上最后一面。 2011年
学成后回到家乡， 他第一件事就是祭拜
父亲。 他携妻子跪在父亲坟前， 告慰父

亲：“爸爸，我虽身残，但已有艺在身。 我
立志成为根雕师，让妈妈幸福，让妻儿幸
福！ ”从此，他开始带着妻子辗转各地打
工做根雕活。

2015年6月， 奉湘波突然接到村干部
电话：“你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工作
队队长听说你是残疾人，又有木雕工艺一
技之长，希望你回家创业，想把你定为他
的重点帮扶对象。” 奉湘波没有犹豫，第二
天就带着家人回家。

2015年8月24日， 省长株潭两型社会
试验区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同志来到奉湘
波家，队长说：“你家需要你的手艺脱贫致
富，紫鹊界旅游业也需要你的工艺品为文
化旅游助力。 给你争取10万元无息贷款，
你办个木雕制作坊，如何？” 奉湘波激动得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连点头。 不久之后，

他拿到了贷款，租了屋，挂起了“潇湘木雕”
的牌子，成立了根雕创作室。

“人的一生，有一门手艺，就可以谋
生。”奉湘波牢记父亲的教导。两年来，妻
子进材料和销售， 他就坐在根雕创作室
内不停创作。

农耕文化是紫鹊界梯田景区的魂。
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奉湘波，雕刻起“松
鹤延年”“生活有滋有味”“鸳鸯荷花”“李
白醉酒”等艺术品来，得心应手。 每个根
雕都独具特色，受到游客青睐。 2016年，
奉湘波每月的纯收入在8000元以上，一
年就脱贫了。 今年前5个月，奉湘波的店
子每月收入超过了1万元。

一技在身，一生不贫。奉湘波对未来
的幸福生活，充满了信心。身残志坚的奉
湘波，也成为当地农村青年学习的榜样。

我省第一、全国第二大烟草水源建设项目

桂阳桃源水库竣工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颜石敦 刘娣）今天，我省第一、全

国第二大的烟草水源建设项目桃源水库正式竣工。 据介绍，
该项目总投资4.2亿元，其中烟草行业援建3.09亿元。

桃源水库位于桂阳县流峰镇漼江村，为中型水利工程，
总库容1512万立方米， 坝址以上集雨面积43.2平方公里，坝
顶高程391.5米，最大坝高59.5米。该项目于2014年2月动工，
主要以灌溉为主，可灌溉烟田等10.24万亩，同时兼顾乡镇工
业生活用水及农村人畜饮水，使6个乡镇20万人口受惠。

“艺术稻田”
醉游客

千亩荷花
引客来

创业记 雕出幸福人生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肖祖华
戴勤 通讯员 胡晓建 杨剑）昨日，记者从
邵阳市召伯窑址调勘工作汇报会上获悉，
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兴国带
领下，经过23天的辛勤努力，共发现15个
窑区， 并发现衡宝古道通往姜家码头-土
码头-渡头桥码头500米长青石板路一段，
龙头村游家岭汉墓群1处。共出土110余件
器物和样品。

召伯窑址主体位于邵阳市大祥区板
桥乡召伯村，距市区约10公里，占地面积
约20万平方米。 该窑址始烧制于北宋时
期，窑身为馒头窑、龙窑。 窑具大量使用垫
圈、垫饼等，器物主要有碗、盏、盆、钵、盘、
壶、瓶、杯、罐等。 此次调勘发现，召伯窑址
为资江流域烧制最早、规模最大的民窑。

召伯窑址地处邵阳古城小东路，历
史上交通便利，是通往邵东、衡阳、祁东

等地的必经要冲，商贸发达。古时候在甘
棠铺设官方驿道， 有南方茶马古道之称
（也叫衡宝古道），境内有邵水河流过，沿
岸码头甚多。 沿渡头桥到召伯祠有一条
青石板老街，老街两边设有伙铺、竹艺、
墨、笔、布、盐局、邮政、酒乐亭等，形成了
产、销、运―个完整的体系。

召伯窑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资源
丰富，主要包括召伯祠、彩山岩溶洞、民
间工艺。据了解，文物部门正筹备将召伯
窑址申报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及国家
文物保护单位。

� � � � 6月28日，
炎陵县神农谷
旅游服务区，
游客争相品尝
当地特色美
食。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11860
0 10169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47
456
5524

17
15
238

276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9602
72903

308
223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6月28日 第2017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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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1505 07 13 16 18 21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28 日

第 20171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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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 1040 765440

组选三 588 346 203448
组选六 0 173 0

5 85

长沙地铁1号线
一周年大数据发布
一年累计发送乘客8151.5万乘次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赵娟)长沙
地铁1号线20个车站中，哪个站的人气最高?客流量最高出现
在哪一天？ 今天，在长沙地铁1号线开通一周年之际，长沙市
轨道交通集团发布各项运营数据，解密1号线开通一年来为
市民出行带来的变化。

长沙地铁1号线于2016年6月28日开通，截至今年6月27
日，1号线累计开行105197列次，运行图兑现率为99.99%、正
点率为99.92%。 一年来，1号线累计发送乘客8151.5万乘次，
日均22.3万乘次，最高单日客流为32.9万乘次，出现在2017
年4月29日。 全线20个站点中，人气最高的前三甲分别为黄
兴广场站、五一广场站和开福区政府站。

“2017年4月29日适逢五一小长假首日，又是地铁2号线
开通三周年，当天两条线的客流量均创造了纪录。 ”长沙市
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志海介绍， 黄兴广场站
人气最高， 说明了黄兴南路商业步行街是不少乘客出行的
目的地。

开通一年来经历数次提速后，1号线如今已可做到在高
峰期时每隔6分零7秒发一趟车， 从线路最南端的尚双塘站
到最北端的开福区政府站， 只需要45分钟。 由于途经伍家
岭、五一广场、东塘等几大黄金商圈，串联长郡、雅礼两大名
校以及贺龙体育馆等文体中心，在重大节庆日和球赛、演唱
会等大型文体盛典时，1号线为满足市民安全、高效、便捷的
出行提供了更大保障，并多次延长运营服务时间至24时。

�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彭雅
惠） 今天， 2017年湖南夏季乡村旅游节
在湖南第一高峰———炎陵县酃峰脚下拉
开序幕。 此次旅游节由省旅发委和株洲
市政府主办， 以“养生祭祖·避暑炎陵”
为主题， 重点突出炎陵县炎帝文化、 民
俗特色以及秀美的生态环境。

我省从2016年开始， 按照春夏秋冬
旅游特色， 在各市州举办乡村旅游节，
作为展示省内乡村旅游产品、 促进乡村
旅游发展的重要平台。

此次夏季乡村旅游节将持续到8月
31日， 为迎接四方游客前来避暑旅居，
炎陵县政府推出一系列避暑活动： 6月

底集中开展“神龙谷避暑养生节”、 旅
游产品赶集大会、 炎陵民俗文化表演、
炎帝陵祭典等游乐项目； 7月下旬炎陵
黄桃上市后将举行“黄桃节”； 7月至8
月盛夏时节， 定期于万亩高山草甸举办
仰望星空音乐帐篷节、 云上大院森林康
养节等。

2017年湖南夏季乡村旅游节开幕

邵阳发现大型宋窑群和汉墓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