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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王文隆）
你200元，他600元，我1000元……今天
上午， 浏阳市行政中心开展救灾捐赠活
动，机关干部纷纷慷慨解囊。连日来，一
幅干群合力抗灾救灾、 重建家园的动人
场景，在浏阳市展开。

“长沙市防汛I级应急响应仍未解
除，一方面防汛抢险工作依然不能松懈，
另一方面，抗灾救灾形势严峻，必须高度
重视。”在昨天召开的全市抗灾救灾工作
调度会上，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
黎春秋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坚决克服松
懈情绪， 认真做好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

各项工作， 全面夺取抗灾救灾的最后胜
利。

据初步统计， 持续大暴雨导致浏阳
市23.06万人受灾，倒塌房屋2000多间，
农作物成灾32.29万亩， 绝收9.14万亩，
多条公路损毁严重。 灾情发生后， 浏阳
全市上下迅速行动， 全面打响抗灾救灾
战斗。 市农业局立即启动农业灾害Ⅰ级
应急预案，局领导带着7个农技“小分队”
一线指导救灾；市公路局全员出动，组成
6支应急抢险突击队分赴受灾严重的路
段。 一直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的柏加镇
党委书记张伯锋，到今天已连续12天没

有回家了。
与此同时， 该市恢复重建工作也在

有序推进， 各部门都派出了工作组下到
灾区指导工作。 围困家园的洪水退去不
久， 该市大围山镇白沙社区的居民们一
起动手，一上午就将社区万福街1尺来深
的淤泥清理得干干净净。在北盛镇，镇村
干部走访安抚受灾群众， 组织村民药物
消毒和生产自救……

洪灾无情，人间有爱。企业、行业协
会、浏阳籍在外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捐资
捐物。2日，得知淮川街道受灾严重，浏阳
高新区湖南一朵公司给社区居民送去价

值4万多元的生活用品。3日下午， 该市众
多房地产企业代表踊跃走上捐赠台， 一小
时就捐款411.08万元；4日上午， 浏阳市32
家本土建筑企业自发捐款， 短短一小时筹
资308.5万元……浏阳市红十字会5日火速
发出灾后援建倡议, 志愿者们正在组织救
灾义演，一场场赈灾活动正在陆续进行中。

长沙高新区：
食安宣教基地揭牌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王茜 李
传新 通讯员 余旭华）今天，长沙高新区
启动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号召市民积
极学习灾后食品安全知识，切实做好灾
后防疫工作。同时，我省首个综合性食安
宣教基地———湖南广电计量大厦食品安
全宣传教育基地，在长沙高新区麓谷揭
牌。该基地设置有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
食品添加剂及非食品添加剂展示区等9
大分区，集视频标本展示、人员培训、信
息咨询和快速检测等功能于一体，建成
后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石门：学生放假厨师上课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覃业彦 王锋雷 ） 利用暑假时
间，7月4日开始， 石门县教育局组织全
县各中小学、 幼儿园的200名厨师和29
名食堂管理人员，参加中式烹饪师技能
培训班，培训不合格的从业人员将一律
解聘。该县教育局负责人介绍，此次培
训旨在提高全县教育系统学生和幼儿
食堂厨师的烹饪水平，提高学生营养餐
的管理和营养搭配科学合理水平。培训
班为期7天，分理论授课、实践操作和厨
艺比拼3个阶段。

桂阳：严查“微腐败”问题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若葵 杨庆）“程志刚在协助
政府从事移民款物管理工作期间，以
私刻公章、伪造相关工程资料等方式，
多次骗取国家移民专项资金……”7月
5日，桂阳县纪委通报了一起“微腐败”
典型案例。桂阳县纪委负责人表示，该
县各级纪检监察机构严查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吃拿卡要、与民争利、欺压百姓
等腐败问题。今年上半年，该县开展各
类督查60次， 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
风和“微腐败”问题42起，党纪政纪处
分20人。

天心区：九旬老人捐款灾区

湖南日报7月6日讯（徐拓 陶芳芳）
7月6日，家住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街道
碧湘社区的马桂秋老人，来到社区服务
大厅，为受灾群众捐出1000元。马桂秋
今年92岁，听力不好，便扯着嗓子与工
作人员说话。马桂秋还写了一张字条表
明来意：“这次湖南及长沙洪水灾害大，
我有心无力，不能直接参加抗洪。从7月
2日起，每天我虽去河边问问水情，就是
不能参与。为此，我支援1000元给受灾
同胞。”

湖南日报7月6日讯（周俊 刘芾 黄
朝晖 刘达文）近日，虽已临近暑假，但
在娄星区石井中学，依然有不少学生来
到区少年宫，或练习书法、或诵读古文、
或弹奏传统乐器，陶醉在研习国学的氛
围之中。

近年来， 娄星区把国学教育搬上课
堂，列入教学课表，打造常态化教育模式。
根据各校办学实际，开展“一校一品”创建

活动，围绕国学主题，创立特色教育品牌，
开设国学课程，建立国学社团，打造国学
教育基地；开展诵读、演讲、品书、抢答赛、
夏令营等活动，组织参加全省、全国相关
大赛，形成浓郁的国学学习氛围；定期组
织教师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开展国学知识
大比拼、教学技能比武等活动，培养优秀
国学教育人才。

通过对国学教育的倡导和扶持，娄

星区涌现出一大批特色教育品牌。 华达
学校编排了“弟子规国学韵律操”，将其
作为课间操，实现了国学与体育的结合；
娄底三中成立“五之国学社”，组成国学
专业班级，每周开展兴趣化教学，在全省
首届青少年国学知识大赛中获得国学组
第三名和国艺组第一名； 石井中学提倡
“端正写字，方正做人”，将书法融入每个
班级的常规教学，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配
套齐全、开放式的书法、乐器、文学专业
活动室，安排国学教师跟踪辅导，培养出
一大批“小小书法家”。

浏阳有序推进防汛和灾后重建
企业、行业协会、浏阳籍在外人士纷纷解囊支援救灾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戴勤 蒋
剑平 通讯员 刘飞 ）清运淤泥，恢复交
通，消毒防疫，抢修水毁设施，护苗补
损……7月5日上午，记者在洪水过后的
邵阳县看到： 虽然洪灾肆虐的疮痍尚未
完全消除，但受灾群众情绪稳定，全县上
下协力同心，共绘灾后重建“同心圆”。

此次洪灾袭击， 该县农作物受灾面
积868.6公顷，其中绝收99.57公顷，受灾
人口21.5万人。眼下，尽管洪灾过后到处

一片狼藉，但邵阳县处处呈现一派“倒春
耕”热潮。为最大限度弥补灾损，邵阳县
全面启动灾后重建， 实行县级领导和县
直机关联乡镇， 党员干部联村组， 捆绑
500余万元涉农资金用于灾后补植补
损。全县抽派了3000名县直机关党员干
部和农技人员下到灾情严重的16个乡
镇101个村开展灾后农作物补损。 县委
宣传部联点下花桥镇堡口村， 为解决村
里劳动力缺失，及时派驻3名队员并送去

灾补农资，2天时间为村民整地50余亩。
“村里大棚蔬菜清淤整苗，搭帮农业

局干部来帮忙。”连日来，塘渡口镇双江
口村大棚蔬菜基地负责人张凯明在农技
人员与驻村干部的帮助下， 迅速投入灾
后生产自救。在这次洪灾中，该村300多
亩大棚蔬菜一大半被大水淹没。 洪水一
退， 该县党员抗灾突击先锋队立即开赴
村里， 帮助排水清淤， 指导改种补损。
“哪里有困难， 哪里就有党员干部的身

影。” 有着20多年党龄的张凯明充满感慨
地说，是党把受灾群众的心拴到了一起，凝
成一股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

为全面恢复道路交通畅通、 修复水毁
设施，县住建、交通、水利、公路、城管、电力
等部门实行24小时轮流作业， 全速扩面施
工， 短短3天时间，103处路障、197处水毁
渠道、61处隐患处险便迅速排除与修复，全
县所有10千伏线路全部恢复运行，318个
变压器台区19923户用户恢复供电。

邵阳县干群共绘重建“同心圆”
3000名党员干部和农技人员下到101个村开展灾后补损

新闻集装

7月6日，双峰县井字镇智创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场，贫困农户领取到山羊。今年，智创牧业按“合作社+基地+贫困农户”
的方式与贫困农户签订代养合同，贫困农户从养殖场免费领取山羊、猪仔、鸡苗，年底由智创牧业以高于市场0.2元/斤的价格回
收。目前，该合作社已发放山羊185只、猪仔200只、鸡苗6000羽。 李建新 摄

合作养殖乐了贫困户

娄星区国学教育搬上常规课堂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罗华 周巍

7月6日， 地处衡东县东南部的省级
贫困村大浦镇青鸦村， 稻田里绿油油的
禾苗随风摇曳，一派生机。

“邓书记，我们今天从长沙赶来，
想征求村党总支对牡丹生态农业园总
体方案的意见。” 当天上午10时左右，
省东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培
光对青鸦村党总支书记邓文彬说，之
所以选择到青鸦村投资开发牡丹生态
农业园，看中的是村里道路宽敞、交通
便利、民风淳朴，公司对开发这个项目

有信心。
青鸦村是在去年1月， 由原青鸦村、

老鸦村合并成立的， 目前全村有3184
人。邓文彬介绍，2008年以前，村里通往
山外的4条道路都是坑洼不平的泥巴路，
严重制约了村里经济发展。 去年8月，县
委书记吴伟生来到村里调研精准扶贫工
作，当场召集县交通、公路和财政等部门
负责人商量，决定筹资60多万元，对村
主道进行拓宽硬化。

但村主道拓宽硬化， 共需资金160
万元，还有近100万元缺口。村支两委商
议， 召开全村党员、 组长和村民代表大
会，村民群策群力，并发动村里在外人士

捐款。不到两个月，所需资金全部筹措到
位。去年8月17日，村主道建设动工，村
里近300人上阵，奋战在工地上。今年春
节前，道路正式通车。春节期间，村支两
委组织党员、组长和村民100多人，对村
主道两侧进行绿化，种植桂花、红叶石兰
等2600多株。

打通致富路，引来金凤凰。今年4月
中旬， 省东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人推
荐，来到青鸦村进行考察。公司总经理向
培光说，青鸦村土地肥沃，气候条件好，
加上交通便利，公司决定分3期投资5亿
元，开发荒山空地5000余亩，发展现代
景观农业。前期投资建设方案已制订，目
前正在办理立项等相关手续。

“项目建成后，我们村脱贫致富就有
希望了。”邓文彬信心十足地说。

打通致富路，引来金凤凰

湖南日报7月6日讯（白培生 颜石敦 廖祥）今天，由郴
州高新区、郴州市科技局和杭州楼友会联合创办的楼友会·
湖南众创空间，在郴州高新区开业。

据介绍，2014年在杭州成立的楼友会是首批国家级众
创空间之一，它连接国内外顶级投资机构、优秀创业导师，
从项目孵化、 早期投资等方面， 为青年创客提供全方位服
务。目前，楼友会在杭州、昆明等60多个城市设立基地，共孵
化项目1200余个。

郴州是2012年国家首批“创业先进城市”之一，全市创
新创业氛围浓厚，已规划建设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区等10
多个。 这次开业的楼友会·湖南众创空间， 占地6000平方
米。开业当天，吸引湖南禧殿文化科技、湖南创泰科技等10
余家企业入驻。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朱晖 谭洪汀）
“截至6月底，完成新征续征项目16个，面积达2018亩；办理
遗留项目交地13个，面积约800亩……”近日，石峰区棚改
项目能创近年最好成绩。这是因为他们摸索并使出了“集中
签约、联合办公、会审会商”三把神力。

在石峰区，项目涉征区域多为城中村和城郊接合部，因
房屋密度很大带来征拆征收艰难。为此，去年5月25日清水
塘棚改一期A地块大王山楼栋征收启动时， 该区对这里预
签约率达到90%以上的同栋房子住户，第一次试水“集中签
约”模式，当天签约户数206家，创造了株洲市棚改单日签约
纪录。

“联合办公”主要针对散户签约，综合考虑户户都是个
案，解决政策条文涵盖不到的实际问题。据此，石峰区推出
“双组长制”， 除了区征拆指挥部派员到涉征片区所在街道
任协调组长，还争取到市国土部门派员来任政策指导组长，
共同统筹和把关。

而对涉征项目土地的定性及土地勘验报告与土地实际
用途有差异等问题，石峰区棚改项目指挥部会同市区征管、
国土、规划、监察等部门，随时启动会审会商程序，通过会审
商议，形成会议纪要，予以明确的权威答复。同时，会商场面
也常常出现在棚改项目中，对大病居民等困难户，在不突破
征收补偿政策前提下，通过会商，按照申报、审核程序，给予
适当补助。目前，全区已有4个批次、1500户居民受惠。

使出“集中签约、联合办公、会审会商”
三把神力
石峰区项目征拆征收有成效

楼友会·湖南众创空间开业
当天吸引10余家企业入驻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远山如黛，游人如织，声声苗鼓响彻山谷。贴对联、打糍
粑，好不热闹。7月6日下午，花垣县十八洞村梨子寨杨再康
家宾朋满座。

来客中，有电影导演苗月，有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学圻、
陈瑾，还有著名演员巴登西绕、白威、阿旺仁青、陈西贝，以
及参演的群众演员等。

他们今天相聚杨再康家，只为一件别有一番意义的事。
苗月告诉记者，经多方推荐，决定把党的十九大献礼片

《人生在世》关机仪式放在杨再康家举行，意为“脱贫致富的
十八洞村人，再接再厉，撸起袖子加油干，踏上小康征程”。

苗月介绍，《人生在世》是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特别组织摄制的一部反映精准扶贫的电影，于今年4月
28日在花垣县开机， 取景地主要集中在十八洞村、 边城镇
等。该剧以习近平总书记在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
扶贫”重要战略思想为背景，讲述精准扶贫政策在推进过程
中，政策与人的思想观念的交融，以及人们在精神层面和生
活状态发生的喜人变化。 主要剧情是反映花垣县补抽乡水
桶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退伍老兵杨英俊和几个堂兄弟
家，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帮扶下，打赢了一场脱贫攻坚战，既
完成了生活上的脱贫，也实现了精神上的脱贫。

“武陵敏秀处处皆美景，淳朴豪爽的自治州人民欢迎大
家常来做客。”自治州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长兼龙山县委
书记周云在花垣县双龙镇金龙村探班剧组时， 向苗月及全
体演职人员发出诚挚邀请。

据悉，今年10月13日，《人生在世》将在各院线上映。

《人生在世》举行关机仪式———
十八洞苗家话“脱贫”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7月 6日

第 2017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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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1040 5553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32 173 230436

3 4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7月6日 第2017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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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63870919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6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387529
4 13056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43
76921

1441788
6711520

51
3101
53113
239218

3000
200
10
5

1607 19 22 2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