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杨元
崇 通讯员 李洪雄） 今天， 吉首大学获
得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
究生普通高等学校的资格， 并从2017年
起开展推荐工作。

作为 《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
攻坚规划》 重点支持高校、 国家民委和
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吉首大学立
足武陵山区民族文化和自然资源， 构建
服务区域发展的学科专业， 拥有15个一
级学科硕士点、 5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其
中民族学、 体育学、 哲学、 应用经济学、
生态学是省级重点学科。

据吉首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 推荐
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比例， 一般是应
届本科毕业生的2%， 所有本科专业都有
机会获得推荐。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颜石敦 邓
坤 ） 近日， 汝城县一位拟提拔使用的
科级干部在任前“廉考” 中不及格，
县纪委专门组织其进行补考， 补考及
格后才到新岗位就职。 今年， 为严把
选人用人关， 汝城县出台了领导干部
任前廉政知识考试办法。 拟提拔使用
的领导干部任职前必须进行“廉考”，
考试及格才能到新岗位就职。 汝城县
委常委、 纪委书记黄光华介绍， 目前
该县已有18名新提拔的领导干部进行
了任前“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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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吴韶南 余旦钦

“你们的善行，传播了扶贫济困的正
能量；你们的善举，凝聚了灾后重建的强
大合力。”在“大爱平江”洪灾救助暨社会
扶贫结对帮扶集中走访活动现场， 平江
县三墩乡党委书记唐杏桂对“大爱平江”
扶贫助困慈善协会工作人员动情地说。

8月4日至8日，“大爱平江” 先后在4
个重灾乡镇举行了救灾赈灾活动。 协会
负责人张玉东、 徐望辉主持了救助资金
发放仪式， 并结合自己的创业经历现身
说法， 为受灾群众带来了战胜困难的信
心和力量。

大爱发出召唤
6月30日至7月2日，平江遭遇特大暴

雨侵袭， 县委县政府迅速组织人力物力
抢险救灾， 社会各界纷纷主动加入到赈
灾行动中。其中，有一支走在最前列的社
会力量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今年1月23
日成立的“大爱平江” 扶贫助困慈善协
会。

7月1日，“大爱平江” 扶贫助困慈善
协会编写的灾情简报和救灾倡议， 迅速
传递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协会理事们。
在外出差的协会会长陈松柏火速赶回平
江， 会同张玉东、 徐望辉等召开紧急会
议，决定以“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协
会的名义向社会各界发出抗洪救灾倡议
书， 动员各界参与救灾。3位负责人在不
久前为“大爱平江”捐款均超过100万元
的情况下，又当场带头各捐款10万元，用
于本次救灾。

大爱迸发力量
在平江做生意的理事余朝晖，经营着

“亚马逊水上乐园”，洪水冲毁了乐园不少
设施。但他没有理会自家损失，毫不犹豫
搬出了自家用来赚钱的家当———16辆车、
1300件救生衣、120艘皮划艇、36根救生
绳、30部对讲机，用于救灾；他还带领51位
水性好的员工参与救援。在组织受灾群众
转移的行动中， 他的脚被一颗大铁钉扎
破，鲜血直流。有人问他怎么连老命都不
顾了，他说：“救人要紧，救灾要紧。”

灾难面前，舍小家为大家的事例俯拾

皆是。 旺辉食品厂献出了仓库仅存的1万
个编织袋；“大爱平江”旗下微爱社15人医
疗队奔走在各个受灾群众安置点，提供医
疗服务；在大爱的推动下，一支支志愿者团
队活跃在抗洪救灾最前沿。

大爱汇聚爱心
“大爱平江”扶贫助困慈善协会发出

的救灾倡议，引起爱心人士的强烈共鸣，
前来“大爱平江”秘书处捐款、 捐物的人
络绎不绝。“大爱平江” 一时成了爱心汇
集地、中转站。

7月5日上午，定居香港、回平江探亲
的张英姿捐出6万元爱心款；东莞市的平
江老乡陈益中兄弟不远千里回乡捐赠10
万元现金； 一车车来自全国各地的赈灾
物资将协会前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7月
7日晚，“大爱平江”与童市镇党委政府举
办了“大爱平江聚童市”赈灾晚会，县城
英皇KTV经理当场捐款1万元。 童市
社区居民吴柳英， 自己治病花去十几
万元，这次洪灾家里商铺被淹，仍捐款
1000元。

截至8月上旬，“大爱平江”接受捐

款400多万元、捐物价值100余万元。

大爱传递信心
如何将社会各界的爱心尽快传递给

最需要救助的群众，帮他们重拾信心、重
建家园？“大爱平江” 协会秘书处及时将
社会各界捐赠的米、油、饼干、方便面、矿
泉水、消毒液、衣服、炊具等发放到了受
灾群众手中。对各界的爱心捐款，协会研
究决定， 主要用于全倒户中的低保户和
重灾村的灾后重建工作。

7月27日，“大爱平江”秘书处工作人
员分成若干个小组， 下到各乡镇上门走
访，逐户核实，最后确定救助全县低保户
78户、受灾严重的村28个。目前，救助资
金全部拨到了受助对象手中。

这个夏天， 平江人民经历了一场历
史罕见的洪水肆虐， 更经受了一场前所
未有的爱的洗礼。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刘洪文 罗
颖）“同一个祖先血浓于水，共一个中华情重于山。”今天上
午， 丁酉年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祭活动在炎陵县举行，
海峡两岸社会各界人士600余人参加祭典，共同缅怀始祖
炎帝神农氏。

此次祭祀活动由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省青年
联合会、株洲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主题为“弘扬神农文化
共圆美好中华”，旨在弘扬炎帝神农文化，加强海峡两岸交
流合作， 不断增强海峡两岸基层民众同根共祖的思想认
同，推进海峡两岸进一步交流，推动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

据悉，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祭活动是国台办重点规
划交流项目，自2010年至今，已连续举办8届。该主题活动
于8月5日至8月12日在湖南省内举行， 参加主题活动的两
岸代表在8天时间里，开展“同走一段路、同唱一首歌、同吃
一锅饭、共祭炎帝陵”等一系列活动。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胡婧）今
天下午，益阳市举办全市统一战线“讲陈艳辉故事 学陈艳
辉精神”专题报告会，报告团成员讲述了陈艳辉生前的点
点滴滴，再现了一名党外干部的忠诚、干净和担当。全市统
战系统代表300余人参加报告会。

陈艳辉是九三学社益阳市委委员、 赫山区委主委，赫
山区经管站站长，赫山区驻安化县清塘铺镇石溪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曾被评为九三学社中央优秀社员、赫山区抗洪
救灾先进个人等。

今年2月7日， 陈艳辉担任石溪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他
带领队员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短短51天走访了136
户贫困户，制定了光伏发电、沙参种植、中药材加工、黑山
羊养殖等7个产业帮扶方案。“51天，他完成了平常人5个月
才能完成的工作量。”报告团成员周建国说。

4月1日，因连续多日头痛，陈艳辉被扶贫队员强行“押
送”回家，因劳累过度猝然去世，享年48岁。益阳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瞿海说， 陈艳辉同志不负组织重托，奋
战在扶贫攻坚对口帮扶第一线，深入贫困村组，密切联系
群众，献身扶贫伟大事业的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目前，
在益阳市统一战线以及全市干部中，掀起了向陈艳辉学习
的热潮。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刘澜 彭塔）
“如果不是区里帮我攻克了创业初期面临的场地、资金、人
才、技术等各种难题，我不知道现在会在哪里‘漂’着呢！”
说起自己的创业经历，家住湘潭高新区双马镇的村民郭志
军情绪激动。

走访80余户新创企业，为企业提供创业指导、创业贷
款等政策宣讲服务；开展创新创业政策宣传活动，举办创
业典型专题讲座，举办创业培训；对117名创业培训学员开
展回访服务，帮办创业手续、发布用工需求……今年，湘潭
高新区出台《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实施意见》，实施创新
创业引领工程，全力推动创业带动就业。上半年，全区新创
企业457户，带动就业998人。

对被征地农民实行成人学历教育补贴、就业与创业补
贴；对被征地农民子女实行高等学历教育补贴；对吸纳被
征地农民就业的园区企业实施奖励；开展返乡农民工示范
企业评选与表彰活动……今年，湘潭高新区出台《鼓励扶
持被征地农民就业创业实施办法（试行）》，调动被征地农
民的就业积极性。 截至7月， 全区实现新增城镇就业1652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人。

同时，结合“连心惠民”与精准扶贫工作要求，湘潭高
新区对辖区927名贫困群众进行摸底， 建立了专项工作台
账；举办了育婴员、餐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等“点单式”技
能培训；加大就业岗位开发力度，购买开发市级公益性岗
位20个，组织“春风行动”等大型专场招聘活动。通过“一对
一”服务，帮助111名失业人员、59名就业困难对象实现上
岗就业，零就业家庭动态就业援助率达到100%。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颜石敦 李荟蓉）
今天，2017年郴州秋季美丽乡村旅游文化
节暨临武紫薇花节， 在临武县汾市镇玉美
村紫薇主题公园拉开帷幕。2000多亩紫薇
花尽情绽放，色彩缤纷，喜迎四方宾客。

这届节会以“锦绣潇湘·别样郴州”旅
游品牌创建和“龙腾盛世·玉见临武”为主
题，由郴州市政府主办，郴州市旅游外事
侨务局和临武县委、县政府承办，将持续
至9月底， 旨在加快推进郴州旅游文化产
业发展，打造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市。节会
期间，将推出临武乡村美食展、美玉展、招
商引资推介及中国（临武）首届龙文化研
讨会等一系列活动。

地处“楚头粤尾”的临武县是千年古
城、文化名城、玉石之乡，全省全面小康推
进工作10快县。近年来，该县进一步夯实
旅游发展基础，优化旅游发展环境，挖掘
舜峰晚眺、龙洞烟云等“古八景”，同时高
标准建设通天神韵、 西瑶绿谷等“新八
景”，形成“一城两翼三线多点”全域旅游
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全县共接待国内外
游客87.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2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23.3%、25.6%。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龙星 张涛）8月11日，记者从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杨梅促销办获悉，今
年该县线上线下销售精品杨梅1.04万
吨，实现销售收入6.245亿元；普通杨梅
1.8万吨，销售收入0.54亿元；共计销售
杨梅2.84万吨， 销售收入6.785亿元。梅
农人均增收2400元以上，真正实现了增
产又增收。

“虽然后期持续降雨，对杨梅销售有
一定影响， 但抵消不了外地客商对杨梅
的热情，今年我们销量又增加了。”靖州
喜乐购公司经理李巧华对记者说。

今年靖州杨梅节创新销售方式，推
出“五百万”计划和“一二三”工程。即在
长沙、株洲、湘潭、邵阳、怀化等5市开展
杨梅销售地推广活动，百店同步销售，在
长沙五一广场举办万人品梅活动。同时，

拍摄一部以靖州杨梅为主题的电影，举
办2个比赛(摄影比赛和微商比赛)，在长
沙、株洲、湘潭3市开展杨梅义卖活动，让
梅农可以直接在城市黄金商圈卖杨梅。

“今年规范了杨梅包装、运输，保证
了快递杨梅的质量。而且邮政、高铁都加
入到杨梅冷链运输中，大大提高了运力，
全国大部分省区都能吃到新鲜的靖州杨
梅。”靖州杨梅促销办主任戈孝清介绍。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肖湘东 胡阳）今天，衡阳市蒸湘
区雨母山镇新竹村大母塘村民小组的村
民们， 从蒸湘区纪委拿回了被组长侵占
的25万元集资建房款。他们盼望着这笔
钱到位后，工程扫尾工作加快，大家尽早
乔迁新居。

蒸湘区纪委书记刘利民介绍，2013
年， 大母塘村民小组24户村民每户集资

15万元左右，用于集中建房。账目核算时，
掌管资金的组长陆魁细以“建房开支及手
续费用”报销25万元，却提供不了任何票
据和证明材料，属非法侵占集资款。去年7
月，陆魁细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
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了解，去年以来，类似这样的“雁
过拔毛” 式腐败成为衡阳市纪检监察机
关专项整治对象。记者梳理发现，查处的

典型案例主要是截留、贪污挪用、虚报冒
领财政专项资金，包括粮食补贴款、生态
补偿款、 危房改造补助等以及违规处置
农村集体资金、为民办事中吃拿卡要等。

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上旬，衡阳市
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雁过拔毛”式腐败
问题205起，处理180人，其中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135人、移送司法机关18人，追
缴违纪资金750.85万元。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王继云 周晓鹏） 村民到镇里上访
量，由去年月均30.1件下降到今年月均9.6
件；到县里上访量，下降了95%；到县里非
正常群访为零；老上访户到市、省上访为
零……这是溆浦县双井镇信访工作发生
的喜人变化。8月10日， 谈起这一变化，双
井镇党委书记贺德海说：“这主要是推出
了村支书坐班镇政府接访新模式。”

过去，一些村民遇到麻烦事，直接去
镇政府反映，如果得不到解决就去县、市、

省上访。针对这一情况，去年11月，双井镇
推出村支书坐班接访新模式。在镇政府设
立专门的信访接待室， 每周一至周五，安
排一名村（社区）支书负责信访接待工作。
同时，规范群众来信来访登记台账，对来
访群众提出的问题做到现场答复或现场
交办，对受理情况进行跟踪随访，受理结
果由上访人签字认可。7月上旬，该镇水集
村村民刘士礼到镇政府上访，向当天坐班
的双井社区党支部书记向明海反映，一些
村民没将垃圾堆放至指定地点，污染了水

源，群众意见大。向明海接访后，两天内这
一问题得到解决。

双井镇还安排专项经费，对当月零上
访村（社区）的党支部书记予以奖励，引导
村（社区）积极解决矛盾问题。同时，安排
镇干部陪访，现场协助解决问题。“用老百
姓的话， 回答老百姓的问题， 效果比较
好。”该镇凤凰村支书梁海说，村支书农村
工作经验丰富，善于做群众工作，有利于
信访问题化解。目前，该镇村支书已坐班
接访819人次，处理信访问题324个。

� � � � 8月11日上午，临武县汾市镇玉美村紫薇主题公园，游客在绚丽的紫薇花海观赏、拍照。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爱的洗礼
———平江县“大爱平江”救灾赈灾小记

紫薇花开迎宾客
郴州秋季旅游节
在临武开幕

村支书坐班镇政府接访
溆浦双井镇推行信访工作新模式

靖州杨梅实现增产增收
今年销售杨梅2.84万吨，收入6.785亿元

衡阳把“拔过的毛”追回来
共查处“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205起，追缴违纪资金750.85万元

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祭
在炎陵县举行

“讲陈艳辉故事
学陈艳辉精神”
益阳统一战线举办专题报告会

湘潭高新区精准服务
推进创业就业
零就业家庭动态就业援助率达到100%

新闻集装

汝城：
推行干部任前“廉考”

吉大获推荐
免试研究生资格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700071
0 2428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94
736
7482

4
29
226

250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4410
93753

550
2691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8月11日 第2017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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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307 09 12 24 26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8月 11日

第 2017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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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1040 3785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84 173 170232

0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