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7月4日， 记者来到重灾区辰溪县，城
区内基本恢复供电、供水，城乡受灾区的
消毒、防疫工作正在铺开，城区通往外界
的交通线路也已恢复。 东风大桥一食品
经营户告诉记者：“洪水刚退， 就有干部
来帮我们清扫淤泥， 清洗货架， 太贴心
了。”

6月22日至7月1日，怀化市接连遭受
特大暴雨洪灾，全市上下积极应对，取得
了防汛抗灾的初步胜利。 为保障灾后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怀化市委、市政府及时

发出号召， 要求各地发扬连续作战的精
神，坚持防汛抗灾和灾后重建两手抓，把
灾后重建、 恢复生产与精准扶贫结合起
来，统筹推进，尽快恢复水、电、路等基础
设施。

7月3日， 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来到
洪江市沙湾乡大坪村、安江镇下坪村、溆
浦县大江口镇清江屯村， 与当地干部群
众共商灾后重建措施。近两天，10余名市
级领导带领工作组分赴重灾县指导灾后
重建工作。领导做表率，部门加油干。市
卫计部门共派出了78支375人次专业技

术人员深入灾区， 消毒杀菌面积达44.5
万平方米。 国网怀化供电公司组织100
余支抢修小分队， 恢复了128条10千伏
线路、3549个台区、32.63万户供电。

在怀化， 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灾
后重建、恢复生产的场面。溆浦县大江
口镇沿河两岸1.7万亩橘树被淹，洪
水退后，该县农业部门及时开展救
树行动， 对受灾橘树喷洒药水。靖
州渠阳镇沙堆村村民杨正林接过
县农业局送来的种子说， 他家5亩
稻田受损 ， 打算抓紧时间改种补

种。为了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靖州
提出了“中稻损失晚稻补，水田损失旱
田补”的思路，紧急调运晚稻、玉米种
子，免费发放到受灾农户手中，并派出
92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开
展生产自救。

贫困山村换新颜
白族儿女颂党恩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黎治国

“舒服，漂亮！”7月1日，桑植县马合口白族乡梭子丘村，
白族风情老街开街现场，72岁的村民刘业振看着如织的游
人，轻声哼起了民歌。他开心地看到，家族的世居地，再现了
旧时繁华景象。

700年前，云南大理白族迁入此地繁衍生息，梭子丘村一
度成为周边商贸集聚地。随着时间推移，商贸易道，曾经的繁
华之地，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但这里仍保留着浓浓的
白族风情，仗鼓舞、傩愿戏、赶庙会等白族民俗得以完好传承。

2015年，张家界市委组织部派出帮扶工作队驻村帮扶。
帮扶队结合实际，精准施策，实施文化扶贫，启动了梭子丘白
族文化旅游小镇建设。

于是，旅游发展区、体验区、垂钓区、观光区、自驾度假建
设区、产业园区等“六区”逐步成型，也逐渐完成了形象整洁化、
建设规划化、街道生态化、店铺产业化、房屋民族化、风格风情
化等“六化”。曾经的贫困村，如今成为游人向往的魅力乡村。

“我在梭子丘长大，如今变化太大了。”在外地经商的刘
业祥，对家乡曾经的落后面貌记忆犹新，此次开街，特意回村
观礼，“看到新面貌，为自己是村里人感到自豪。”

“不是大理，胜似大理。”开街现场，长沙游客杜菲感叹，
在这里，同样能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白族风情，“溶洞、垂钓等
乡村美景别具一格。”

开街当天，梭子丘村民还精心编排了《马合口故事》大型
白族民族文艺演出，白族非遗项目一一上演，用传统歌舞颂
党恩，感谢精准扶贫好政策。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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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7月 4日

第 2017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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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 1040 784160

组选三 668 346 231128
组选六 0 173 0

7 4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7月4日 第20170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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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91097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9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715359
1 25351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20
47698
964676
7204322

30
1909
34339
276437

3000
200
10
5

1402 15 17 2204

资兴“税贷通”
为小微企业解难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志强 黄
臻）“‘税贷通’放款很快，解了我们燃眉之急。”7月3日，资兴
市达达物流公司负责人谭康香说，在公司流动资金周转不足
时，通过邮储银行“税贷通”，及时贷到了所需款项。

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担保难”，今年，资兴市
金融办、国税局、地税局与邮储银行资兴市支行共同努力，推
出“税贷通”小企业信用担保贷款。“税贷通”主要面向由税务
机关推荐的、连续2年正常纳税且纳税信用级别为B级（含）以
上小微企业，最高可由邮储银行贷款200万元。今年半年，全市
已有10多家小微企业通过“税贷通”共贷款1200万元。

同时，资兴市定期召开金融工作联席会，积极开展银企
对接活动，并采取考核奖罚、财政性资金存款调剂等手段，引
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支持企业发展。市财政、市经开区
还共同出资5000万元，设立了“中小微企业转贷周转金”，帮
助企业解决资金周转困难。今年上半年，已为5家中小微企业
共融资2198万元。

醴陵釉下五彩瓷
芬兰呈异彩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刘宇 廖蔚佳）当地时间6
月29日下午，“湖南文化走进芬兰”活
动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音乐厅开幕，
湘瓷、湘绣、湘书、湘画、湘茶等“湘字
号”文化产品竞相亮相。作为参加这次
活动的湘瓷主力，醴陵釉下五彩瓷异
彩纷呈，一展东方陶瓷艺术独特魅力，
不时引发观众的赞叹与惊呼。

湘瓷历史源远流长，醴陵釉下五
彩瓷是其代表之一。此次展出了醴陵
釉下五彩瓷界陈扬龙、黄小玲、彭玲、
黄永平、丁海波、刘劲松等国家级陶瓷
艺术大师的精品力作9件， 以及省级
陶瓷艺术大师作品22件。当中，有被
联合国永久收藏的《万花赏》瓷瓶，以
及醴陵釉下彩代表性传承人陈扬龙以
其绝技“薄施淡染”创作的《丛中笑》瓷
瓶等。

“活动组织得太棒了，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为芬兰人民近距离感知中
国、领悟中国、了解湖南，提供了一个
视觉感知窗口和心灵对话平台。”芬兰
文化教育部国际关系主委让娜·帕罗
哈维在参观完湘瓷展区后赞不绝口，
还与醴陵釉下五彩瓷合影。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振 方稳根） 今天,� 记者从平
江县财政局获悉，该县已核拨2600多万
元救灾资金， 到全县24个乡镇和重要涉
农部门，按下了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快
进键”。目前，平江所有受灾乡镇的道路、
供电、通信、供水实现了“四通”。

6月30日0时至7月2日2时， 平江连
续出现特大暴雨， 造成该县部分乡镇道
路、供电、通信、供水毁损中断。该县立即

成立了由县委书记、 县长担任总指挥的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指挥部，下设9个由县
级领导牵头的工作组，并迅速组织交通、
电力、通信、城建等部门全力抢修。县交
通、公路部门组织千余名施工人员，投入
大型工程昼夜施工，人停机不停，截至3
日20时，该县1条国道、2条省道、近40条
县乡道已全部恢复通车， 通往乡镇所在
地的干线公路已基本恢复通行。 供电公
司派出56支电力应急抢修队共662人、

228台车辆抢修， 目前，35千伏以上线路
已经全部恢复。

该县电信、移动、联通、铁通等通信
公司组织407人、143台机器，抢修797个
退服基站和390公里损毁线路， 至7月3
日20时，乡镇所在地全部恢复通信信号。
县自来水公司组织20支抢险队伍203
人，投入82台设备，奋战4昼夜，确保了大
面积恢复供水， 为用户提供免费抢修
1230处，维修安装大小管道26508米；还

组织水质抽样检测队伍， 对所属水厂供
水质量进行连续监测。

平江县财政局第一时间启动国库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 先期安排受灾群众安
置资金500万元， 随后调度财政资金
2135万元， 按照“一类灾情乡镇150万
元、二类100万元、三类50万元”的标准，
划拨灾区。 县卫计系统组织45支卫生救
灾应急小分队，昼夜奋战，已完成多个集
镇的消毒防疫工作。

村道竣工告“乃翁”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张友亮 覃凤逸

“爷爷，您多年盼望的水泥路今天终于完工,您老人家可
以瞑目了。”6月29日下午， 结束3公里水泥路的最后一段施
工，石门县壶瓶山镇大岭村的张庆猛、张庆勇两兄弟，马上赶
到爷爷张文武的墓前，报告喜讯。当天，全村人像过节一样热
闹，不少村民自发燃放起爆竹，摆上了家宴。

大岭村位于壶瓶山镇大山深处，全村131户453人，现有
贫困户47户152人。过去，由于交通不便，村民们为居住在

“两山夹一沟”的大山里而自卑，尤其是村里40多名适婚男子
为讨不上老婆而叹息。8年前,张庆猛、张庆勇89岁的爷爷张
文武弥留之际，最大的盼望就是修通水泥路，并像陆游《示
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一样，留下了“村道
新建竣工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嘱。

2016年初， 石门县委宣传部作为脱贫攻坚后盾单位进
驻该村， 通过与村支两委及村民代表们充分调研和征求意
见，作出了“交通先行，产业跟进，改善民生，助农小康”的总
体规划。驻村工作队长邓新民告诉记者:一年多来，通过“向
上争项目，向外引客商，向内挖潜力”，筹资800多万元，修通
了8公里的砂石巡山道，3050米的水泥路；1.9公里的阳高山
片水泥路正在铺设；9公里的安全饮水主管道和14公里的入
户水管即将完工。待这些项目完成 ,将彻底告别“天旱愁水
吃，下河背水上山坡”的历史。

扶贫工作队利用该村山高瀑布多、气候冷凉和河水清澈
落差大的资源优势，引进了常德经投集团投资上千万元开发
乡村旅游、避暑旅游、“壶瓶飞瀑”景点和湖南屋脊峡谷漂流
项目，吸引了上百村民回村从事旅游业。

连续作战 再打硬仗

怀化灾后重建有序推进

平江灾后自救实现“四通”
2600多万元救灾资金速拨灾区

诉前调解减量
诉中分流加速

岳阳楼区法院
“繁简分流”全国示范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徐典
波 通讯员 李平江 ) 记者从岳阳市
岳阳楼区人民法院获悉， 该院近日
获评全国法院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示
范法院，全省仅有4家基层法院获此
殊荣。 岳阳楼区人民法院院长夏常
凯介绍，该院去年推出“繁简分流”
等措施，当年结案11229件，实现了
庭审时间和案件审理周期大提速，
办案大提质。

去年来，该院探索实施诉讼“源
头分流” 新举措， 推行诉前繁简分
流，推进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该院
从加强人民调解组织指导入手，结
合实际成立矛盾调解中心， 促进大
量纠纷在诉前得到解决； 无缝对接
诉前矛盾多元化解、 庭前准备等程
序，发挥其功能。针对城区交通事故
递增，该院派驻4名干警，在市内122
事故处理中心成立交通事故巡回法
庭， 零距离提供司法调解和诉讼服
务，并在立案庭设立“速裁组”，交通
事故案件通过诉前调解的超8成。去
年来， 诉前调解处理的案件多达
2300余件，实现了审理案件减量。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何志强 黄臻）近日，记者从资兴市旅
游外事侨务局获悉，在第二届中国文旅产
业巅峰大会暨全域旅游峰会上，东江湖旅
游区雾漫小东江荣获“全域旅游奇观奖”。

东江湖旅游区是湖南省唯一同时拥
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AAAAA级
旅游景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森

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
“六位一体”的旅游区。而雾漫小东江是
东江湖旅游区最负盛名、 最具特色的景
点。 每年4至10月， 每当旭日东升和夕
阳西下， 缥缥渺渺的雾气笼罩在小东江
的江面上，如梦似幻。近年来，全国各地
的摄影爱好者纷纷前往小东江摄影创
作， 反映雾漫小东江的作品多次获国内

外摄影大奖， 小东江已成为世界著名的
摄影创作胜地。

目前， 资兴市正积极推进东江湖旅
游景区小东江观雾栈道提质改造、 门楼
服务区游客中心提质改造、 数字化系统
改造、厕所革命行动等重点项目建设，加
强景区旅游从业人员岗位和服务技能培
训，进一步提升景区品质和服务质量。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昕 何京蔓 温小林

鸡鸭在林间漫步，鱼儿不时跃出水
面……近日，记者来到新田县鸿利养殖
场，看到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创办这个
养殖场的， 是今年29岁的同龄人陈丽
萍、郭敏夫妇。今年5月，他们一家被评
为全国“最美家庭”。

新田县妇联负责人郑玉兰介绍，在
全国“最美家庭”评选中，陈丽萍家庭是
艰苦创业、孝老爱亲的典型。

2011年， 陈丽萍从海南大学毕业，
在广东东莞一家公司任职，月工资4000
元。同一年，郭敏从湖南工程学院毕业，
进入东莞一家国企任技术员，月薪6000
元。这年，两人因为共同的创业梦想走到
了一起。

2012年3月，新婚不久的陈丽萍、郭
敏怀揣3万元积蓄，再东凑西借30万元，
毅然返乡创业。他俩一把锤子、砖刀，敲
敲打打建起了简易住房、鸡舍、鸭舍，一
个养殖场有了雏形。不久，资金短缺、意
想不到的突发事件等接踵而来。陈丽萍
说，他们从没想到退缩。

2012年12月的一天深夜， 突然停
电。等陈丽萍、郭敏知道时，鸡舍里2000
多羽鸡苗早已冻成一团。他俩来不及穿
好衣服， 急忙赶到3公里外的村庄挨家
挨户敲门求助。终于借来一台柴油机发
电增温，渡过了难关。事后，郭敏用所学
的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知识，经
60多次反复设计、试验，开发了一个系
统，只要鸡舍、保温室温度出现异常，系
统就会自动报警。

当生产经营走上正轨，陈丽萍的婆

婆被确诊为尿毒症。不久，陈丽萍的妈妈
也因高血压引发主动脉夹层破裂， 生命
垂危。 陈丽萍和郭敏轮流守在两位病危
的老人身边，无微不至照顾，两位老人的
病情逐渐稳定下来。几年间，陈丽萍和郭
敏抽空带着两位老人四处求医， 每天按
时给她们按摩，加强调理营养。终于，两
位老人的身体逐渐好转。

经过几年发展，陈丽萍、郭敏苦心经
营的养殖场达到了放养土鸡1.5万羽、土
鸭3000羽、 蛋鸡2500羽的生产规模。水
库还养鱼4万余尾。

陈丽萍、 郭敏还牵头成立养殖专业
合作社，吸纳20户贫困户，帮助他们实
现脱贫。今年，陈丽萍、郭敏为养殖场附
近石塘村的贫困户何小仔提供鸡苗，定
期给予技术指导。何小仔养殖的3000羽
土鸡已顺利出笼，收入6万多元。

资兴雾漫小东江荣获“全域旅游奇观奖”

创业孝老共担当老百姓的故事

雨后防治
7月4日， 双峰县井字镇生机村双季稻种植基地， 村民忙着防治病虫害。 近期的连续强降雨使水稻穗瘟、 纹枯病等病虫害

蔓延， 该镇农技部门组织粮农及时开展防治。 李建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