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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廖声田 宁奎）
8月18日，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天门山镇，
总投资达193亿元的天门仙境小镇项目
正式开工，将建设6大旅游功能区，打造
张家界旅游转型示范区、 旅游产业集聚
区、 城乡统筹的样板区和养生度假新天
堂， 可为周边4个乡镇提供2万个就业岗
位， 其中1.2万贫困人口将乐享旅游红
利。

永定区是张家界推进全域旅游的主

战场，连续6年获得我省旅游产业发展十
佳县 (市、 区)， 今年上半年共接待游客
10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07亿元，分别
增长19%、20%。 然而，作为后发地区，永
定区仍有68个贫困村、3.3万贫困人口。

8月15日， 永定区专门召开区委全
会，提出大力实施“旅游带动、绿色崛起”
战略，按照“一核两翼四带、三产融合发
展”全域旅游新格局，以全域布景、全域
融合、全域完善、全域覆盖、全域富民为

主线，以区域实力提升发展一批、景区景
点辐射带动一批、产业融合吸纳一批、自
主创业致富一批、 政策奖励扶持一批为
路径，全面推进全域旅游，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

“在张家界全域旅游基地建设中发
挥龙头作用，挥写‘点睛’之笔，打造全国
旅游扶贫样本。”永定区委书记祝云武信
心满怀地说， 天门仙境小镇项目是打响
全域旅游决战脱贫攻坚的“第一枪”，未

来几年将分“三步走”：2017年坚决完成
脱贫攻坚年度目标任务；2018年争创全
省旅游扶贫示范区，实现“户脱贫、村出
列、区摘帽”目标，其中通过旅游带动脱
贫人数占脱贫总人数的60%以上 ；到
2020年，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实
现游客接待总量6000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600亿元，以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收入
增加值稳定达到GDP比重的80%以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 �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荣华 黄周生）近日，衡阳县曲
兰镇中心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称， 几名
外地妇女利用迷信在桐梓村实施诈骗，
被识破后乘车逃跑。该所迅速调度“大网
格警区”内民警、交警及巡警，设卡盘查
追捕，成功将实施诈骗的3名妇女、1名男
子抓获。 经审讯，该团伙在广西、湖南等
地农村共实施诈骗20多起。

“这是衡阳县建立‘四合一’网格化农
村警务新机制后，多警种联合出击，快速
破获的农村犯罪案件之一。 ”衡阳县副县

长、县公安局局长罗小伟介绍，前不久，该
县的做法在全省公安机关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上获得推介。

据了解，由于农村警力相对分散，一
些多发性案件尤其是入室盗窃侵财等案
件侦破进展缓慢，受害群众颇有怨言。今
年初，衡阳县公安局深化内部挖潜，探索
建立巡警、刑警、交警、派出所“四合一”
网格化农村警务新机制。 采取所队合建
方式，在全县农村建立“三级网格警区”，
由8个大网格警区、25个以乡镇为单位的
中网格警区、491个以村（社区）为单位的

小网格警区组成。
衡阳县建立的大网格警区， 每个包

含3至4个中网格警区， 以一个区位优势
较突出的乡镇派出所为“中心”，把片区
内农村交警中队、巡防中队、刑事技术中
队与“中心所”进行“四合一”整合，合署
办公。灵活采取“兼、并、合”等方式，对原
有警力重新进行排兵布阵， 由大网
格警区进行“一盘棋”调度。同时，从
大网格警区内其他派出所抽调2至3
名民警充实“中心所”，组建办案中
队， 专职负责警区内重大刑事案件

侦破工作。
“建立‘四合一’网格化农村警务新

机制，有效盘活了全县农村警务资源，在
夯实基层基础、 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罗小伟介绍，今年1至7
月， 全县刑事案件破案数同比增加
94.4%，而发案数下降了11.8%。

壶瓶山：金雕来去，卫星跟踪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陈怡铭）8

月18日，石门县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放
飞装有太阳能追踪器的金雕。这是壶瓶山首次给国家保护动
物安装追踪器，以便研究其活动范围和迁徙规律。

这次放飞的金雕是近日在壶瓶山农户家鸡舍偷鸡时被农
户擒获的，它高80多厘米，重5公斤左右。 农户发现时，这只金雕
已抓死了3只鸡。 当天，农户将金雕移交给壶瓶山管理局。

金雕属鹰科，是一种广为人知的猛禽，以其凶猛的外观
和敏捷有力的飞行而著名。成鸟翼展平均超过2米，体长可达
1米，其爪上有羽毛覆盖，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一般生活于
多山或丘陵地区，特别是山谷的峭壁。 冬季亦常到山地丘陵
和山脚平原地带活动，最高海拔高度可到4000米以上。 以大
中型鸟类和兽类为食。

壶瓶山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采用太阳能电池工作的卫
星追踪器固定在金雕的背部，金雕在飞行过程中，专家通过
网络能及时、详细、准确了解其迁徙路线等情况。

“良心医生”事迹
引发强烈反响
郑太红被追授为全国卫计系统劳模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通讯员 杨亲福 记者 周俊）8月
18日，国家人社部、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关于表
彰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及

“白求恩奖章”获得者的决定》，新化县水车镇柳白村“良心
医生”郑太红被追授为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劳动模范。

6月5日，湖南日报和新湖南客户端分别刊登了《泪别乡
村医生郑太红》一稿，最早报道了郑太红的感人事迹，全国
有60多家网站转发，引起强烈反响。

郑太红生前为新化县水车镇柳白村卫生室医生，10余年来，
他扎根农村，坚守医德操守，长期垫资救治贫困户，因长年超负
荷行医，于今年5月30日凌晨猝死在村卫生室，终年43岁。郑太红
去世后，新化县卫计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县卫生计生系统干部职
工向郑太红学习。 新化县政府追授郑太红为全县“最美乡村医
生”，娄底市将郑太红评为今年第二季度“娄底好人”。

“瑶族谈笑”间“廉”字响耳边
常宁巡演廉政剧《“九总”辞官》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徐德荣 成俊峰)“盘大爹，看来你咯甲
九总当不成啰”“当不得啊”“对，当不得，当不得”……连日来，
常宁市廉政教育剧《“九总”辞官》在该市各地巡回演出10余
场次，共吸引1.2万余人观看，获得多方好评。

《“九总”辞官》是常宁市首次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曲
艺———“瑶族谈笑”而创作的廉政教育剧，由常宁市纪委指
导，市国税局组织编写和排练。 该剧以“税务廉政”宣传为主
题，紧贴当前反腐形势，讲述瑶乡某企业负责人老赵为减免
税额，邀请国税局盘副局长的父亲盘大爹入“干股”，让他成
为第九股东，即“九总”。 盘副局长坚守原则与底线，极力劝
说父亲辞去了“九总”职位。

“瑶族谈笑”又名“坐歌堂”，起源于宋代，是流行于常宁
市塔山瑶族乡的一种民间艺术， 于2008年被列为省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

辰溪锦沅稻花鱼加工厂投产
将带动千余贫困户脱贫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8月
19日， 辰溪县锦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稻花鱼加工厂
投产。“有了这个加工厂，我们的稻花鱼不愁销了。 ”该县长
田湾乡雷家坡村贫困村民曾令爱高兴地说。

早在明朝，辰溪农民就开始在稻田养鱼。 2014年来，该
县将稻花鱼作为脱贫攻坚主打产业，投入专项资金，对购买
鱼苗、开沟建凼、投保给予补贴。 县农业部门加大技术培训
和推广力度，稻田养鱼规模逐年扩大。 目前，全县稻田养鱼
面积达11万亩，今年预计产量400余万公斤。

为了拓宽销售渠道，辰溪先后举办了长田湾乡、田湾等
乡村稻花鱼节，今年还将举办首届稻花鱼文化节，吸引县内
外游客捉鱼买鱼。 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稻花鱼深加
工，延伸产业链条。 锦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稻花鱼加
工厂地处辰溪县长田湾乡长田湾村，日加工鲜鱼1500公斤，
产干鱼近400公斤，已经与10余家电商、超市建立了合作关
系。 投产首日，该公司与20余个村签订了5万公斤稻花鱼收
购协议，将带动1000余贫困户发展养鱼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刘联波

8月19日，在东安县城，高家庄按摩
店里顾客络绎不绝，很多人都是冲着店
里蔡师傅的名气来的。 这个蔡师傅，就
是听力残疾的前进社区居民、25年坚守
按摩创业的蔡新华。

蔡新华1965年出生于白牙市镇一
个农村家庭，14岁那年，他患了中耳炎，
引起双耳鼓膜穿孔， 导致听力残疾，从
此辍学。成年后，为了生计走上社会，他
当过油漆工、泥水工，做过小买卖，开过
三轮车，但由于听力问题，生活一直很
艰难。 1992年，蔡新华的妻子陈艳姣因
颈椎病请师傅进行按摩治疗，两口子一
合计， 决定弃商学习经络按摩技艺，并
以此作为自己的创业门路。

为了钻研经络按摩技艺，夫妻俩通
过按摩培训后， 买回一些业务书籍，认

真钻研经络、 穴位， 学习按摩手法、技
巧。 在1993年至1997年的5年时间里，
先后前往广州中山医科学院以及福建、
山西等地，遍访名师，掌握了一手过硬
的按摩技巧。 1998年，学成归来的蔡新
华创办了东安首家经络按摩店———高
家庄按摩店。

蔡新华用精湛的技术，为许多病人
减轻了多年用药物无法解除的痛苦。
1998年8月的一天， 顾客黄某在家人的
搀扶下来到他的店中。 经询问得知，黄
某已经47岁，由于繁重的劳动加上暴饮
暴食，他不仅得了颈椎病、肩周炎，还有
严重的风湿病和糖尿病，50岁不到的他
看起来像70岁的老人， 走路都需要人
扶。 为了治病，他跑遍了省内外各大医
院，病情依然“涛声依旧”。 当听说蔡新
华的经络按摩能治病后，他怀着试试看
的心态来到了店里。

蔡新华详细了解他的情况后，为他
制定了一个为期3个月的经络按摩计
划。 没想到经过两个月的经络按摩之
后， 黄某已能自己独立行走；3个月后，
到医院检查，各方面病情都有好转。 大
喜过望的黄某及家人不仅为他送来了
“经络按摩，治病救人”的锦旗，还在这
里办了VIP卡。

蔡师傅经络按摩效果好的消息不
胫而走，顾客络绎不绝，高家庄按摩店
已从当年的一间陋室、4张床位发展到
拥有门店两个、固定资产过200万元、营
业场地520平方米、员工近30人（其中
残疾人15名），集治疗按摩、中医推拿、
刮痧、足疗、拔火罐、颈腰椎专业治疗等
20余项服务为一体的理疗中心。他还与
县残联签订协议，每年免费培训一批残
疾人按摩师，使更多残疾人通过经络按
摩走上了创业就业的道路。

� � �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彭业忠 陈昊)
8月18日深夜， 保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
队长彭锦在保靖县城， 只身一人不到10
分钟，制服了8名欲持刀行凶者。

当晚11时40分左右， 彭锦加完班后
骑摩托车回家途中，在离家不到200米的
一个十字路口， 看到左边几十米开外，一
群青年聚集在一家KTV门口。 凭着10多
年从警经验，他敏锐地感觉到可能有事发
生，于是调转车头向左，往人群方向骑去。

经过人群时，彭锦放慢车速，细心
观察，发现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似乎
正在等人。彭锦分析他们可能是唱完歌
后在等人去吃宵夜，决定到前面路口调
头回家。

几分钟后， 从街对面再骑车经过时，
彭锦发现其中一人手中多出了一个大编
织袋，并开始从袋中取出刀具等凶器。 他
立即停下摩托车， 一边打开腰间枪套，一
边大步跨过路中心的护栏， 向这群人冲
去，并大声吼道：“公安局的，都不要动！ ”

这一声大喝， 让青年们都转过头
来。他再次喝道：“把东西放下！”拿编织
袋的青年有些迟疑， 他迅速冲上前，一
把将其编织袋打落到地上， 并继续喝
道：“双手抱头，全部蹲下！ ”

离他最近的3名青年犹犹豫豫地蹲
了下来，另外稍远的5人想趁乱溜走。高
度警觉的彭锦立即掏出枪， 枪口朝天，
再吼道：“全部不准动！ ”

被彭锦的气势震慑住的8名青年，
此时全部抱头蹲下。 彭锦右手持枪警
戒，左手打开地上编织袋，见里面有2把
近1.5米长的长刀和1把30厘米左右的
匕首。 为防止青年趁乱起哄逃走，他又
要求8人全部趴在地上， 并把刀具和匕
首踩在脚下， 然后掏出手机打电话求
援。

5分钟后，民警及时赶到，将8名嫌
疑人带离现场。经连夜审讯，8人中年龄
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6岁，当晚在
KTV与人发生争执，觉得受辱，便聚集
门口欲寻仇。后来，其中2人因涉嫌非法
持有管制刀具， 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
日，其他人被依法进行教育训诫。

桃江赴深圳
引资16.2亿元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卢静） 8月20日， 2017年“携手
同行， 共建家乡” 桃江县 （深圳） 招商
引资座谈会暨集中签约活动在深圳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客商82人， 共签约项目14
个， 签约引资16.2亿元。

此次签约项目涵盖机械加工、 食品
医药加工、 家用电器生产、 文化旅游等
多个领域。 其中， 桃江县“万家情缘”
生态休闲园建设项目投资3.9亿元， 桃江
县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投资3亿元。

桃江县以项目建设拉动县域经济发
展， 全力打造亲商爱商富商的人文和政
务环境， 抓好招商与项目落地。 今年1至
7月， 全县新引进项目18个、 新开工项目
16个、 新投产项目12个。

湘粤举办青年名家
书画陶瓷作品展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 8月18日， “文心清远” ———2017
当代青年名家书画陶瓷作品展在广东东
莞市岭南美术馆开展。 展览为期1个月，
共展出湘粤两地黄龙、 李志国、 胡进曦、
陈俣行等10余位名家的书画陶瓷作品约
180件。

这次展览由湖南省陶瓷行业协会和
广东岭南画院主办， 岭南美术馆与醴陵
玉瓷艺术馆承办， 旨在研究和梳理当代
陶瓷与书画在创作中的相互影响， 促进
书画陶瓷艺术发展。

醴陵一小学生
获全国科技创意奖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余进勇） 日前， 第13届宋庆龄少
年儿童发明奖终评决赛与颁奖活动在北
京举行， 醴陵市司徒小学四年级学生巫
鑫涛参赛的“垃圾转化器” 获得优秀科
技创意奖， 成为这次我省各中小学校唯
一获奖者。

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由宋庆龄基
金会、 中国发明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
本届吸引国内外37支代表队参赛， 参赛
作品总计2935件。 巫鑫涛这次选送的

“垃圾转化器”， 其创意主要来自醴陵市
正在实施的城乡同治“三创四化” 工作。
他看到一些地方总有许多果皮纸屑等垃
圾， 于是设计了一个“垃圾转化器”， 在
其内部安装一个传感器， 能自动发现垃
圾， 并设置了语言功能“请不要乱丢垃
圾” “谢谢您的配合” 等， 对乱丢垃圾
的人进行及时提醒。

力争2018年整区脱贫摘帽，其中通过旅游带动脱贫人数占比60%

刑事案件破案数增加9成多

新闻集装

高家庄按摩店 蔡师傅名气大

大吼四声，警官孤胆擒8人

玩转陶艺秀
七彩绘童年

8月18日， 小朋友
们专心手绘陶艺作品。
当天， 长沙市芙蓉区
韭菜园街道汤家岭社
区开展“玩转陶艺秀
七彩绘童年” 陶艺彩
绘活动， 小朋友们用
七彩画笔为各式陶瓷
玩 偶 穿 上 了 多 彩 的

“外衣”。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廖海梅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8月 20日

第 2017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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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 1040 8673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18 173 228014

8 1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8月20日 第2017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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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09125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0
二等奖 18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980859
5 13530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59
69276

1291364
8215808

46
2545
45921
287708

3000
200
10
5

0310 19 30 3118

创业记

永定区 以全域旅游决战脱贫攻坚

衡阳县“四合一”农村警务机制逞威


