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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向民贵 孙高翔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44栋贫困户的危房， 改造后焕然一
新；贫困户猪圈里养的900头猪，茁壮成
长；4.1公里通组公路，硬化到家家户户门
口……7月29日，泸溪县洗溪镇宋家寨村
一派生机。

看到记者采访，78岁的苗族老汉杨
中富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山歌：“精准扶贫
暖人心，拔掉穷根栽富根；幸福生活步步
高，党的恩情比海深。四道八处唱山歌，
不败喉咙不累脚；只因党的政策好，蜜蜂
搬糖自做窝。”

杨中富告诉记者，这是新山歌，原来
旧山歌是这样唱的：“宋家茅屋四根叉，没
有板壁芭茅夹；白天不用人扫地，夜里不要
点蒿把。别人来到宋家嗨，进屋看了眼发

呆；三个岩头架破锅，苞谷壳壳当铺盖。”
泸溪县就业服务管理局驻宋家寨村

扶贫工作队， 近3年来用真情和行动，把
汗水洒在了村里， 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
绩单：2016年， 村民人均纯收入5200元，
比2014年增长36.8%，被评为湖南省“脱
贫攻坚示范村”；今年6月中旬，国务院扶
贫办调研组来到宋家寨村调研， 从结对
帮扶、危房改造、政策落地、群众满意度
等方面， 对该村的精准扶贫工作予以充
分肯定。

宋家寨村有3个村民小组、7个自然
寨、262户1359人， 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
田的深山苗寨。扶贫工作队进村前，全村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65户627人， 贫困发
生率高达46.1%，是一个深度贫困村。

2015年3月，泸溪县就业服务管理局
牵头的扶贫工作队驻村扶贫。 首次开展

“一进二联三访”活动时，党员干部与贫
困户“结穷亲”，结对精准帮扶，为55户困
难群众发放棉被56床、军大衣20件，送慰
问金2.8万元。开展“大手牵小手、共绘七
彩梦”活动，为38名贫困留守儿童发放助
学金9800元。

扶贫工作队做到精准识别， 让符合
条件的贫困百姓，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泸溪县就业服务管理局、 泸溪县住房公
积金管理部和洗溪完小3家后盾单位的
78名干部职工，与16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结成了帮扶对子，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扶贫工作队还邀请38位省政协委员，结
对帮扶55户贫困户。

两个自然寨的百姓，希望扶贫工作
队帮助硬化通组公路。泸溪县就业服务
管理局局长张碧桃， 与交通部门联系，
硬化了两个自然寨4.1公里的通组公

路，完成原来通组公路“窄改宽”改造8.8
公里，硬化村间道路5.6公里，新建农村公
交招呼站2个。

想脱贫，产业先行。贫困户杨育刚想
搞养殖业，对口帮扶干部为他牵线搭桥，
寻项目、找资金，如今他养鸡2000多只，
养猪14头，还养了10亩稻花鱼，家庭年收
入5万多元。除了养鸡鸭、鱼儿、牛羊，许
多村民还养起了浦市铁骨猪， 目前存栏
952头。

村民的腰包鼓了，腰杆硬了，大山里
飞来了金凤凰。 该村原来有32个“光棍
汉”，如今有20人娶了新娘。

湖南日报8月3日讯（陶芳芳 瞿辰）作为我省实施创
新引领战略的主阵地，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建设如何
推进？昨天上午，长沙市岳麓区召开区校座谈会，数十位
市、区人大代表以及高校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岳麓山国家
大学科技城项目谋划和校地合作建言献策。

据介绍，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位于长沙市岳麓
区和长沙高新区，核心区面积约92平方公里。目前，湖
南湘江新区基本完成了《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的编制。未来，将围绕打造创新创业高
地的目标，以自主创新为策源、以校地合作为特色、以
产城融合为支撑、以产业培育为主线，实现校区、城区、
景区、园区“四位一体”发展，将大学科技城打造成全国
领先的自主创新策源地、 科技成果转化地和高端人才
集聚地。

岳麓区目前已全面开启大学科技城核心区整治建
设，今年，将重点实施麓山南路综合整治、后湖综合整治、
潇湘大道提质改造等项目。长沙市人大代表、湖南中医药
大学党委书记秦裕辉建议，建设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要在投入大量资金启动硬环境建设的同时， 更加注重软
环境建设，要通过创新机制等，构筑“留得住人”的软环
境。 大学科技城所在区域与岳麓山国家风景名胜区有机
融合，山水洲城田等生态要素齐备。对此，湖南商学院院
长陈晓红表示，大学科技城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底蕴，推
进大学城建设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都应充分挖掘
文化要素，“未来，走在大学城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希望有
一段关于文化的故事。”

湖南日报8月3日讯（李寒露 罗童）7月下旬，安乡县
陈家嘴镇沙河口村村民周开初， 向村党支部书记龚超群
提出一笔480元款项的去向问题， 龚超群如实作出说明。
自7月初通过村党支部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当选村里的
纪检员后， 周开初与陈家嘴镇另外15个村的47名纪检员
一样，成为当地预防村支两委“微腐败”的中坚力量。而在
安乡县的12个乡镇171个村(社区)，现已全部配备了纪检
员。

今年以来， 安乡县纪委积极探索村级纪检员队伍建
设。以前，村民自发组建的“民主理财小组”“村务监督委
员会”等机构，由于成员随意、业务不熟、约束不强等因
素，村级腐败时有发生。此次该县以陈家嘴镇为试点，通
过公开选举，产生村纪检监察小组，设组长1名、组员2名，
由镇党委、纪委任命，业务上受镇纪委指导，从而保障了
村级纪检员的履职身份和业务对口， 该试点做法在各乡
镇推广。同时，为提高村级纪检员履职能力，该县通过以
会代训、专题培训、督促检查等形式，全方位提高村级纪
检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至7月下旬，该县各乡镇已
召开此类培训会议45场次，近300名乡、村两级纪检干部
参加培训。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颜石敦 骆国
平)“以前，我们反映问题要到镇政府，现
在可以用电话、电子邮箱、微信公众号等
进行举报，方便多了。”今日，桂阳县春陵
江镇十字村村民欧阳国宝拿着一本《纪
律手册指南》告诉记者。

今年，为充分发挥信访举报作为收集
案件线索主渠道作用，桂阳县进一步完善
县、乡、村三级信访监督阳光举报受理体
系。县级挂点干部利用乡镇圩日等带案下
访，认真倾听群众呼声，注重收集发生在
群众身边的“微腐败”问题。同时，在22个
乡镇（街道）设置“信访接待室”，接受群众
现场举报，受理书信或电话信访。该县还
在全县373个村设立信访举报箱， 并把印
有“林邑清风”和“桂阳清风”微信公众号
二维码、信访举报指南、“四风”举报一键
通等举报方式的《纪律手册指南》，发到广
大群众手中，随时接受群众信访举报。

今年来，桂阳县共受理信访举报575
件，立案查处各类案件136件，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60人。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徐德荣 唐曦)
今日， 湖南工学院组织的由80名学生志
愿者、40名党员教师组成的40支暑期调
研分队，结束在隆回县开展的“情牵扶贫
攻坚”主题调研活动。活动期间，调研队
帮助该县120个贫困村核实了建档立卡
贫困户基本情况、完善了精准扶贫档案，
并帮助制订“挂图作战表”，助力脱贫攻
坚。

隆回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脱贫任务
艰巨。针对当地情况，湖南工学院成立
以院党委副书记领衔的工作领导小组，
精心选配实践活动成员， 于7月11日启
动实践活动。调研队充分发挥人才和专
业优势，帮助当地制订切实可行的扶贫
方案，如发展光伏发电、区域特色种养
等产业，强化对口帮扶、加强教育扶贫
和职业技能培训，自发组织为横板桥镇

一家3口都是残疾人的戴香香家庭捐款
等。

隆回县滩头镇党委书记贺海飞介
绍，湖南工学院经管学院调研分队深挖
当地“年画”“造纸” 两项非遗手艺，帮
他们草拟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
特色小镇”申报规划方案，并牵头搭建
电子商务平台，帮助当地特色农产品外
销。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
讯员 蒋叶子）近日，在洪江区桂花园乡优
胜村，国网怀化供电公司“爸爸妈妈团”与
40余名留守儿童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此
次活动以“你的童年我来守护”为主题，针
对留守儿童暑期在家期间容易遇到的问
题，通过情景剧和手工实践的形式，用关
爱和守护让留守儿童暑期过得安全、快
乐、有意义。活动中，由电力职工扮演的
“安全哥”和“兔宝贝”深受儿童喜爱，寓教
于乐的防溺水、防触电、防拐卖“三防”情
景展示剧吸引孩子争相参与。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郑竞成)近日，51岁的贵州藉农民工
欧某领到了被拖欠9个多月的4万余元工
资。7月18日， 新田县公安局接到该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移送
的欠薪案。经查实，新田县龙泉镇某工程
公司2016年以来， 拖欠黄某施工队14名
农民工、 宁某施工队31名农民工工资共
计70余万元。近日，该县公安局、人社局
工作人员多次做工作， 终于将该公司拖
欠的工资全部发放到农民工手中。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米承实）今日，辰溪县森林公安局
对该局副科级干部袁某某进行提醒谈
话，叮嘱她不能举办“升学宴”“谢师宴”。
袁某某的孩子今年高考被一所重点大学
录取，她表示“请组织放心，我坚决不办
‘升学宴’”。辰溪县纪委制定下发严禁党
员干部违规操办“升学宴”的通知，要求
各单位党委、 纪委切实履行好“两个责
任”，对党员干部早提醒、早教育，消除顶
风违纪苗头， 对有子女升学的党员干部
要提前摸排并予以提醒谈话。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邓多维

“找到了，找到了 ！”8月 2日上
午8时30分 ， 桑植县桥自弯镇寻水
队在一个荆棘丛生的溶洞里， 找到
一个水源点， 参加找水的山羊溪村
村委会主任杨大用兴奋地大声喊
道。

连日高温少雨， 桥自弯镇多个村
组受旱，饮用水匮乏。为了让村民们喝

上干净水，镇村两级党员干部组成7人
寻水队，进大山找水源。

当地村民告诉寻水队， 山羊溪对
面张家坡山上有一处水源点， 以前架
过管子，后来因断流废弃了。几年前，
这处水源水流很大。

得到这个消息， 寻水队决定过去
一探究竟。

8月2日清晨6时，队员们踏上了找
水之路。在当地村民带领下，他们钻进
了张家坡的大山中。

大山中道路十分狭窄，最后，由砍
柴人踩出的便道也消失了。 大家攀树
枝、砍杂草继续前行，终于在山谷一个
溶洞中，找到了水源点。

进洞查看后， 发现洞中有微弱水
流流出。大家通力合作，将水流引入水
管中。但由于所带工具有限，加上洞内
淤泥太多，流出的水量不大。

“找到了水源点，这就不愁了。”杨
大用高兴地说，“接下来， 组织青壮年
劳力，带齐工具再来取水。”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福华）今日，金洞管理区金洞
镇党员义务抽水队来到该镇双马村，把
山谷深处的山涧水抽到山坡上的苗木
基地，为基地里的红檵木、银杏等“解
渴”。

面对持续加重的旱情，金洞管理区
针对境内普遍存在“水在山谷流，人在
山上愁”的实际情况，号召广大党员干

部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党员义务抽水队，
主动为广大受灾群众找水、抽水。该管
理区凤凰镇花筵村党员刘联春带着自
己的抽水设备， 加入党员义务抽水队，
不顾家里300多亩苗木亟须抽水灌溉，
连续一周为受到旱灾影响的群众抽水
保苗木。同时，该管理区党员义务抽水
队还主动引导受灾群众改制改种，提供
资金、技术帮助。该管理区石鼓源乡桂

林村缺水，难以插下晚稻，党员义务抽
水队的党员们一边想办法为村里找水
抗旱，同时引进农业订单，出资帮助大
家改种秋大豆，有望实现保增收。

到目前， 该管理区组织10支党员
义务抽水队，投工投劳800多个，无偿
为群众找到4处水源，抽水保苗木、水稻
3000多亩， 为受灾群众改制改种提供
资金帮扶近10万元。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王芳）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踏虎凿花” 代表性传承人李铁骑今日
告诉记者， 截至下午6点，60位踏虎凿花
艺人历时1个月凿刻完成了巨幅非遗精
品《画里泸溪》，作为向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建州60周年的献礼。

从7月初开始， 踏虎凿花传承人邓启
刚、刘克梅等15位民间工艺美术师和45位

民间艺人， 克服天气炎热等一切困难，聚
精会神地凿刻踏虎凿花作品《画里泸溪》。
该作品有8层，总长约64米、高1.26米，是迄
今我省最大的一幅踏虎凿花作品。

该作品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
省剪纸研究会理事、 踏虎凿花代表性传
承人李铁骑等3人共同设计， 全图采用8
层套色，逐层手工绘制成凿花线条，再用
传统凿花工艺在8张宣纸上凿刻。整个作

品大气恢弘、构图优美，采用多色套刻的
现代表现手法， 运用踏虎凿花阴阳对比
线条和技法， 显示出浓郁的地方特色与
时代特征。

据介绍，踏虎凿花历史悠久，多用作
绣花底样和庆典、祭祀活动中的装饰品，
它因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的传承， 形成
了刀法细腻、 线条流畅、 花样繁多的特
征，曾漂洋过海，获得多项国际大奖。

8月3日， 临武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 雕刻工在精心
雕刻玉石挂件。当天，郴州市
玉石工艺品雕刻工职业技能
竞赛在临武县举行， 来自全
市玉石企业的41名雕刻工以
当地“香花玉”为原料，现场
雕刻竞技。

陈卫平 邝云晖 摄影报道

苗寨唱起新山歌
———全省“脱贫攻坚示范村”宋家寨村见闻

岳麓区构筑“留得住人”软环境
大学城：每一处都有故事

171个村选举配备纪检员
安乡县预防村级“微腐败”

桂阳畅通信访举报渠道
今年来受理信访举报575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0人

新闻集装

怀化电力：
守护留守儿童安全

新田：为农民工
讨薪70万元

辰溪：党员干部
禁办“升学宴”

雕刻比赛

干群寻水队大山找水

义务抽水队抗旱在前

湖南工学院暑期调研助扶贫

60位艺人凿刻《画里泸溪》
为迄今我省最大踏虎凿花作品

———走三湘 看扶贫

战高温 抗干旱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8月 3日

第 2017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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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 1040 842400

组选三 587 346 203102
组选六 0 173 0

8 2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8月3日 第2017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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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75228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8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842613
2 22872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58
57206

1091702
10056187

41
1987
38190
368968

3000
200
10
5

0907 16 22 3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